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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让优质英语教育大众化

在当今社会，英语是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使

用最广泛的语言，在国际交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我国幼儿英语

教育得到了教师、家长和幼儿园以及教育界管理层的广泛认同与极高重视。

但受到教育理念与教育手段双重因素制约，幼儿英语教育被公认为是高投

入低产出的领域。有位家长自嘲：“花了数万元，就学会了jump等几个单词。”

这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目前幼儿英语教育效果。腾讯在 2014 年底进行的网络

调查报告指出，在线教育满意度不到 10%。

为了指导幼儿园和家庭实施科学的保育和教育，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

谐发展，教育部于2012年9月首次颁发《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三

人行英语机器人”通过多媒体、网络、移动互联网等高、新技术搭建起一

个英语学习微环境，在该环境下让小孩直接用英语思维、交流，让我国小

孩接受原汁原味的规范的标准的英语教育，这对全面提高英语交流、应用、

理解能力成效十分显著。它是第一套全面符合甚至超过《指南》要求的英

语网络教学系统，为我国广大家庭提供领先的、符合幼儿英语教育科学规

律的、价格合理的幼儿英语网络教育产品，同时该产品可在家长与小孩之

间搭建起一座交流、沟通的桥梁。

构 建 纯 英 语 学 习 微 环 境 ， 培 养 孩 子 英 语 思 维

                                   构建纯英语学习微环境

“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丰富内容是优秀教学系统的基础。三人行英

语机器人在每个学年为小孩提供了：1本核心课程；4本照片、有声故事；

10 个左右的学习效果测试游戏；50 个原版动画；100 多首在英、美流行的

童谣、摇篮曲。这些海量内容通过计算机多媒体、数据库、网络等高新技

术以及我公司积累 20多年的英语多媒体教学专业经验，能够为小孩提供英

语学习饕餮盛宴。

原版教材：我们在比较、分析、研究 5 套英国与美国教材的基础上，

最后确定采用全球最大语言类教材、书籍出版商，专为英国本族小孩（非

移民）所使用的教材作为我们产品的核心课程范本，同时吸收美国教材灵

活、强调活动的优点。更重要的是我们保持了原版教材所有内容，同时充

分发挥了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优势，将英语的字（文字）、形（实物图片）、

音（读音）完美结合，让小孩在英语文字、语音以及代表意思之间建立起

直接联系。这对培养小孩直接用英语思维、理解、交流的能力极有意义。

这些内容通过教与学的互动，为小孩提供了一位贴身的高级“英语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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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提供“家乐园”与“同窗乐”二个移动互联网平台

所有购买了三人行网络教育产品的用户，只需要关注“三人行微信公

众号（i3mencn）”或扫描二维码（见封底），就可以自动加入“家乐园”

与“同窗乐”移动社交网络平台。

三人行网络教育产品会自动记录小孩全部的学习过程，并利用大数据

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形成科学、完整、明晰的小孩学习评价指标体系，家

长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在家乐园平台中获得小孩学习日志、各种排行

榜和全部学习评价指标。老师也会通过家乐园平台将小孩在幼儿园情况及

时反馈给家长。

“同窗乐”是一种全新移动社交网络平台。你的小孩在各个阶段同学、

老师、班主任等信息都会自动记录在同窗乐平台中。幼儿园的小朋友、老师、

生活阿姨等就是他 / 她人生的第一个同学圈。系统会在同窗乐平台上发布

老师、阿姨、同学们生日等各类信息。小孩则通过同窗乐向小朋友发出生

儿的祝福，传递对小朋友的关心、关爱。

                                培养孩子良好学习习惯

英语学习固然重要，但在幼儿时期最重要是培养小孩良好的学习习惯

与健全的人格。三人行在产品设计时就将培养小孩良好学习习惯作为最重

要目的，“有目标、有计划、有恒心、有信心、爱阅读”等良好的学习习

惯渗透到三人行产品的内容、功能等各个方面，让小孩在使用三人行产品

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从而使孩子和家庭受益终生。例如在核心课

程中，每课我们都会给家长推荐一个小奖品，当小孩开始每课学习前，先

向小孩交代奖品是什么，获得奖品需要达到的条件（具体内容参见本书第

三部分：教案与学案）。当小孩学完课程内容，并达到奖励条件，就可以

把小礼物奖励给他。这样可以培养小孩目的性、提高学习的专注度，同时

获得奖品表示他得到家长认可，从而提高小孩的自信心。

与此同时，在三人行官网（www.i3men.com）教育论坛中专门设立一

个“家庭教育专栏”，在此收集大量专家、学者有关家庭教育、学习习惯

培养方面论述，也包含众多普通家长在培养小孩方面的成功经验与教训。

希望购买我们产品的家长把自己亲身体验上传到论坛，与大家分享。

           使用超级简单

产品特别设计了“操作清单”，所有需要小孩操作的动作都用图片形

式在屏幕上突出显示，一目了然。

根据幼儿生理学、心理学、脑科学原理特别设计的一些适合幼儿英语教学

方式、方法。我们也衷心希望家长能将这些科学原理应用到幼儿教育其他

领域中。

视觉识别训练法（Visual discrimination skill）：考虑到我国小孩

学习英语环境的特点，产品中提供的是大量实物照片，这样小孩可以将所

学的英语内容与现实中的实物关联，可极大提高小孩用英语直接理解的能

力。

小肌肉群训练（Fine motor skill）：系统中有很多写字、画画、移

动图片等内容，其科学依据是：小孩小肌肉群开发关键期的原理。写字、

画画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锻炼小孩的小肌肉群；

TPR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全身反应活动 TPR（Total 

physical Response）。小孩喜欢活动是由其生理、心理确定的，因此在系

统中有很多活动内容（立定，表演等），能够用于调节小孩情趣；

Letter palm：这是本产品独创的全感官训练法。在幼儿期，人体触

觉是最敏感，而且是人体与外界接触最多部位。为此产品独创了一种“手

掌字母”活动，利用身体触觉学习英语字母。同时，我们根据学习内容还

设计一些使用嗅觉、味觉进行英语学习的活动。

除了这些科学原理的利用，系统还采用很多高效的幼儿英语学习经验。

Phonics letter：我们的核心教材对字母的教学就采用了目前最有效

方式：Phonics letter。该方法将字母与读音直接对应，避免了国际英标

体系中复杂发音规则的理解、学习，非常适合幼儿英语字母学习。

CVC words：学习元音和辅音组合单词是幼儿英语教学中的难

点，小孩掌握这种单词有一定难度。我们的核心课程所选单词基本是 CVC 

words。让小孩学习更容易，让学习更快乐。

在大数据时代，用数据说话。每学年小孩将学习 80 个左右新单词、1800

多句不同短语、句子；听到 35,000 个 句子，相当于听 50 张光盘内容；

欣赏到 5000 张精美图片； 说：3500 句话，大大超过小孩在幼儿园、学

校所说英语的总和；完成书写训练达：500 次。

语言纯洁：语言完全是英美小孩使用的英语。例如，要表达：“好”，

我们家长、老师一般会用：good、very good，虽然语义上没有任何问题，

但国外小孩很少使用。他们只会说：Hurray。在我们产品中，也只使用：

Hurray 以及多达 6个同义词来表示：好。

表达多样：国内教育强调答案标准性、唯一性，但语言是多样的、

丰富的。例如：询问颜色，我们的产品就提供了 4 种不同句型：Colour?  

What colour ?  What colour is it?  What colour is the (book)?

语音专业：产品所有录音均由专业级英籍女士朗读。英国伦敦一

位英语教育专家对产品录音质量给予高度评价，她认为：The voice of 

this girl sounds like a real professional. The closest British 

voice you have to good standard BBC. She has a good speed and her 

accent is that of a highly educated person. ( 这个女孩的声音听起

来像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是一个最地道、优秀的、标准 BBC 播音员语音。

她有很好的速度，且口音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小孩听这种录音

是一种享受，可以从朗读中体会到细致、丰富的情感。抑扬顿挫的语音、

语调更能吸引小孩注意力，可大大提高小孩的学习兴趣。

                         尊重自然科学原理，提高学习效率

“人不能胜天”，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符合自

然规律。只有符合科学的原理，产品才能保证优质、高效。下面是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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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使用说明

一、安装

温馨提示：安装前，保证电脑连接互联网，根据网速情况，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请

耐心等待。但使用时可以没有网络。

1、开始安装：将购买三人行光盘放入计算机光盘驱动器中。如果系统设置自动运

      行，将自动执行本系统安装程序，显示如下图1所示开始安装界面；否则，请打

      开光盘驱动器，运行光盘根目录下安装程序：setup.exe。如果没有光盘驱动器，

      请打开浏览器，输入如下地址：http://www.i3men.com / ，进入下载专区，下载专用

       安装程序并运行。

2、安装向导：运行安装程序后，系统显示如图 1：

3、许可协议：点击【下一步(N) ＞】，系统显示如图2：

4、安装路径输入：选择“同意”，然后点击【下一步(N) ＞】,系统显示如图3：

5、安装成功：为了方便今后系统升级，我们建议，使用系统推荐的安装路径，直

      接点击【下一步(N) ＞】，后面根据系统提示，直接按【下一步(N) ＞】，直到

      系统显示如图4所示安装成功界面，并且在计算机桌面上会新增图标：                                                                           
  

 

      温馨提示：如果安装过程中出现问题，请浏览网站：http://www.i3men.com/
      html/Help/QandA.html或QQ：1016677392或拨打智慧热线：400-7755-918。 

图1：开始安装界面

图3：安装路径输入

图4：系统安装成功

图2：许可协议

第二部分

使用说明
How to02



三人行英语机器人 深圳市浩锐科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部分  使用说明

075074

●  Story（故事）：每个层次提供 4本绘图故事读本。当鼠标移到Story 图片，系

      统会显示3个层次供你选择：      （入门级）、    （提高级）以及        （巩固

      级）。将鼠标移到上述层级图标，系统会显示该层级下4本故事读本。将鼠标移

      到选择读本，点击【鼠标左键】即进入故事学习界面。

●  Game（游戏）：在每门核心课程学习完毕，你可以选择对应层级游戏进行复习。

      每个学年系统会提供一定数量游戏，这些游戏包含对应核心课程内所有内容，

      通过游戏这种趣味方式来检验小孩对知识掌握情况，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在

    “家乐园”社区提供大量统计分析数据，通过手机、电脑家长不仅掌握自己小孩

      成绩还能知道小孩在同龄小朋友中所处的位置。

●  Cartoon（卡通动画）：每个层次系统提供50多个原版卡通动画短片。根据小

      孩生理、心理特点，每个短片只有 5分钟多一点。具体操作参见：故事。

●  Rhymes（童谣歌曲）：系统包含120多首童谣、摇篮曲等英语国家流行歌曲。

      分 2 个模块：      与        。这部分内容三个学年共享。你可以将鼠标移到上述图

      片，点击 【鼠标左键】，进入歌曲界面。

●  Dictionary（有声图片字典）：系统提供一本有声图片字典供三个学年小孩使

      用。将鼠标移到图片：Dictionary，系统显示图片：      ,将鼠标移到该图片，点

      击【鼠标左键】即可进入字典界面。

      除了上述 6 个学习模块外，系统还提供如下几个辅助功能：

●  Full Info（补全信息）：当你首次进入系统后，请先移动鼠标到图片：           ，

      点击【鼠标左键】，系统将打开补全信息网页，请你选择小孩的幼儿园或学校、

      年级、班级以及居住地址、电话等信息。老师将会利用这些信息更好与家长配合；

●  Your use log（使用日志）：本功能提供小孩使用本系统进行学习的详细记录。

      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也会提供很多统计分析数据、图表，帮助家长科学的进

      行家庭教育；

●  Device Test（设备测试）：由于本系统需要使用计算机或平板的音、视频播放

      与录音设备，你可以通过本功能对计算机上播音、录音设备进行测试。

●  Help（帮助）：当你不知道如何操作或需要了解系统内容时，可以随时将鼠标

      移到图片：        ，点击【鼠标左键】，系统显示帮助网页。

●  Exit（退出）：当你结束学习过程时，请将鼠标移到图片：         ，点击【鼠标

      左键】，退出系统，结束学习。

3、核心课程学习：进入”核心课程”模块，学习界面如图9所示。整个学习界面分

      为5个部分。

● 目录区：显示本核心课程的目录。为了方便学习，可以在搜索框内输入目录内容，

      点击【          】，直接定位你需要的页面。如果目录中有多个满足条件页面，你

      可以点击【      】,选择上一个页面；点击【      】,选择下一个页面；

●  进度提示区：最上面为音、视频或录音进度提示区，用于显示音、视频或录音

      进度。当音、视频或录音处理完毕，该进度提示条会自动隐藏；

●  操作清单区：在界面右下角为本系统首创“操作清单区”。当系统需要小孩操

      作电脑时，该区会显示可以操作的清单，小孩根据清单提示进行电脑的操作。

      系统提供的操作如下：（1）、点击鼠标左键（    ）：表示小孩可以移动鼠标到

      指定图片，然后点击【鼠标左键】；（2）、功能键列表（    ）：系统会根据

      教学要求，显示不同功能键列表。小孩只需要按操作清单中显示的功能键。系

      统提供主要功能键如下：F6:播放英文标准录音；F7：播放小孩录音；F9:播放

      答题提示音；F10：播放正确答案音频；F11:弹出学习时间计划；F12:播放学习

      目标。（3）、移动图片（    ）:当操作清单中出现该图标，表示需要小孩移动

      一幅图片。首先小孩需要移动鼠标到指定图片，然后按住【鼠标左键】，并移

      动鼠标将图片移动到指定位置，最后放开【鼠标左键】。

●  学习内容中：在界面中央绝大部分区域为学习内容显示区，按照教学要求动态

      显示图片、文字等。

●  功能按钮区：在界面下方为功能按钮区。这些功能按钮分为3类，左边5个按钮为

      “关键字功能”按钮。该类按钮只有在选取关键字后才会出现，取消关键字选择

      则会自动隐藏；中间5个按钮为“学习功能”按钮。一般小孩只需点击这类按钮就可

图9：核心课程学习界面

二、数据准备

1、合计拷贝数据总字节：安装完成后，点击“完成”，系统自动运行“三人行英

      语机器人数据准备程序”，如图 5 所示：系统动态统计需要拷贝数据总字节数。

2、拷贝数据：合计完毕，系统显示符合条件的硬盘驱动器以及【开始拷贝】按

      钮，如图6所示，你可以从硬盘下拉条中选择不同硬盘或直接点击【开始拷贝】

      按钮，系统将为你运行三人行英语机器人准备数据。由于准备的数据量很大，

      整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请耐心等待。数据准备程序运行的同时可以正常使用 

      “三人行英语机器人”。

      温馨提示：一旦数据准备完毕，后面使用时就不需要三人行光盘或 U 盘，直接

      点击“三人行-英语机器人”运行程序。

三、系统使用

1、运行程序：双击桌面上图标：               或点击：开始程序三人行-英语机器人，

      进入如下图7所示系统登陆界面。

      温馨提示：首次运行时，需要输入你购买的学习卡卡号与密码。系统会自动保

      存该信息，后面运行时可以直接点击【Log in】进入系统；

2、系统主界面：进入系统主界面，如下图8所示。你可以移动鼠标，选择需要的功能。

●  Course（核心课程）：每学年提供一本核心课程。入门课程为：Hello Jojo。开 

  始学习小孩请选择该课程；随后为提高阶段，请选择：You and Me 1，最后属      

  于巩固阶段，请选择：You and Me 2。移动鼠标到你需要学习核心课程图片，

  然后点击【鼠标左键】即进入核心课程学习界面。

      温馨提示：你只能选择你所购买学年所对应的产品，其他学年产品图片将为：  

      灰色，你不能选择。下同。

图5：拷贝总字节数

图7：系统登录

图8：系统主界面

图6：拷贝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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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故事等学习界面

图11：卡通动画学习界面

图12：游戏学习界面

●  扑克牌：游戏开始会播放背景音乐并在同一位置显示识字卡片。用户随时点击

      键，系统暂停背景音乐播放、显示操作清单，并显示一张识字卡片。随后按照设

      计步骤播放、显示学习内容，最后播放一个问题。等待用户点击【鼠标左键】。

      如果选择正确，系统将播放教师对你评价。在回答问题时，你可以按照操作清

      单提示进行操作。例如，可以按【F6】键，播放原文标准录音；按【F9】键，播

      放提问录音；按【F10】键，播放正确答案以及老师评价。答题完成后，你可以

      点击         键，继续。所有问题回答正确，系统保存游戏时间并自动结束游戏；

●  猜字：游戏开始会播放背景音乐，并循环显示识字卡片。用户随时点击         键，

      系统暂停背景音乐播放、显示操作清单。随后按照设计步骤播放、显示学习内

      容，最后播放一个问题，所有图片翻转。等待你选择正确图片。这时需要你移动

      鼠标到正确图片所在区域，然后点击【鼠标左键】。其他操作参照：扑克牌游戏。

●  跑马灯：游戏开始会播放背景音乐，并循环显示识字卡片。用户随时点击学习

      键           ，系统暂停背景音乐播放、显示操作清单。随后按照设计步骤播放、显      

      示学习内容，最后播放一个问题。等待你选择正确图片。这时需要你移动鼠标到

      正确图片所在区域，然后点击【鼠标左键】。其他操作参照：扑克牌游戏。

●  找朋友：游戏开始会播放背景音乐，并循环显示识字卡片。用户随时点击学习

      键          ，系统暂停背景音乐播放、显示操作清单。随后按照设计步骤播放、显示

      学习内容，最后显示识字卡片并播放一个问题。这时需要你移动鼠标到识字卡片，

      按住【鼠标左键】并移动鼠标，将识字卡片移动正确位置后放开【鼠标左键】。

      其他操作参照：扑克牌游戏。

n）帮助（        ）：当你需要帮助时，随时点击本功能键，系统将以网页方式显示

      对应的帮助信息；

o）退出（        ）：如果你想结束学习，请按本功能键，系统退出核心课程的学

      习，返回主界面。

4、故事等学习模块：系统中，故事、童谣、儿歌以及字典等采用同一学习界面，

      如图10所示。在故事等学习模块中，有一些部分，例如：目录区、播放功能等

      与核心课程学习相同，在此不再重复，下面介绍故事等模块中新的功能键。

●  选择句子（      ）：首先将鼠标移到本图标或图标前选择按钮，点击【鼠标左

      键】，表示选择“页面内句子”。然后移动鼠标到指定句子，点击【鼠标左键】，

      选择句子。随后所有功能，都会针对所选择的句子；

●  选择页面（      ）：如果选择本选项，点击功能键，就处理当前页面内所有内容；

●  选择整本书（      ）：将鼠标移到本图标或图标前选择按钮，点击【鼠标左键】，

      表示选择“整本书”。随后所有功能，都会针对整本书的内容；

5、卡通动画学习模块：进入卡通动画模块，系统显示如图 11 所示学习界面。卡通

      动画学习模块学习界面与故事等模块学习界面基本相同。由于卡通童话每页内

      容较多，为了方便小孩学习，采用分段显示模式，你可以将鼠标移动界面上段

      落标签图标（        ），点击【鼠标左键】，系统就显示该段落内容。

6、游戏学习模块：进入游戏学习模块，系统显示如图 12 所示学习界面。界面

      很简单，只有2个功能键：

●  学习功能键（      ）：点击本功能键，将暂停背景音乐播放，开始按照设计教学

      步骤进行教学。

●  继续功能键（      ）：学习结束后，请点击本功能键，继续播放背景音乐，等待

      小孩再次按下学习功能键。

      目前系统设计了4类游戏，每类游戏操作步骤如下：

      以完成全部学习内容；最右边5个按钮为“辅助功能”按钮。

a）播放功能（      ）：播放选择关键字标准录音；

b）跟读功能（      ）：播放选择关键字标准录音，随后对小孩朗读录音；

c）播放录音功能（      ）：播放小孩的录音。小孩朗读后，及时播放他的录音，是 

      一种提高小孩学习兴趣较好的方式；

d）维基百科（      ）：在播放关键字时，如果希望查询该关键字专业资料，请点击

      维基百科按钮，系统会显示维基百科对该关键字解释的网页。在当今互联网时

      代，通过网络查询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已经成为一种数字化生存必要条件，本功

      能希望从幼儿开始教会小孩这种生存能力，小孩必将从中受益终生。

e）Google搜索（      ）：在播放关键字时，如果希望查询该关键字相关联资料，请

      点击本按钮。同样这也是一种数字化生存能力；

f）学习功能（      ）：这是本模块最核心功能。在小孩选择了学习内容后，点击本

      功能，计算机会教小孩原汁、原味英语；如果当前学习步骤中需要小孩参与、

      互动，小孩可以采取的操作会在“操作清单区”显示，小孩在完成清单中所有动

      作后，再点击本按钮，进行后面学习；否则，请直接点击本功能按钮，继续； 

g）重复功能（      ）：重复本次学习过程；

h）前页（      ）：选择当前页前面一页内容。

i）后页（      ）：选择当前页后面一页内容。

j）翻页（      ）：选择输入框中数据所指定页面的内容。

k）涂鸦白板功能（      ）：核心课程中设计很多画线、涂色、绘画、写字等手工活

      动，点击本功能键，显示色盘供小孩选择画笔粗细、颜色。小孩首先从色盘中

      选择画笔大小、颜色，然后将鼠标移动活动起点，按下【鼠标左键】，同时移

      动鼠标到活动终点，最后放开鼠标左键，完成活动。有时，小孩会感觉心情烦

      躁，这时，可以点击本功能，在学习区内乱涂、乱画，以缓解烦躁的心情。

l）循环运行（      ）：与运行一次（      ）功能：这 2 个按钮为一对开关按钮。当

      你点击循环功能键，系统显示       图标，表示你选择的操作就会循环进行，直

      到你点击       为止。

m）软键盘（        ）：当键盘失效时，特别是平板电脑，根本就没有键盘，你可以

      点击本功能，系统弹出“功能键盘”，你只要点击F功能键图片相当于按下对

      应F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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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Hello （第一单元 你好）

Lesson 1

一、单元目标：第一单元结束，小孩将能够：
•  认识并会念主要角色的名字

•  会礼貌的说：你好 和再见

•  认识和会念四种颜色名字：红，黄，绿，蓝

•  理解和叙述一个简单的故事：红方块，黄方块

•  享受一首有关颜色的歌曲并通过鼓掌和摇手来进行音乐伴奏

•  认识用/ æ /，/ b /，/ k /音标开头的单词：苹果，球，猫

•  认识数字 1 并理解其意思

•  完成从左到右书写规范的作业

•  在视觉上区别意思相同的图片与字母

•  开发小肌肉运动技能

•  理解包含在角色面具制作过程的顺序

•  制作角色面具并用它们进行简单的活动

•  开始熟悉并理解一组课堂用语，包括基本解释与说明。

二、本课摘要

新词汇：Tom(汤姆)，Lucy(露西)，Jojo(优优)；hello(你好)，goodbye(再见)
课堂用语：Hello everyone.(你好，同学们。) Stand up!(起立!) Sit down!(坐下!) Jojo 
                    wants a hug.(优优希望得到一个拥抱。) Who's this?(这是谁?) Statues!(立
                    定! ) Where's Robbie?(Robbie在哪?) Trace the lines.(描线。) Well done.
                    (做得好。) Good work.(干得漂亮。)It's sticker time.(现在是贴五角星时

                    间。) Colour Jojo.(给优优填色。)

三、奖品

软布宠物猴。如果小孩会读单词：Lucy、Tom、Jojo，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软布宠

物猴或其他礼物。

四、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use the following new words: Tom, Lucy, Jojo; hello, goodbye.（本课结束，

你将学会如下新单词：汤姆，露西，优优；你好，再见）。

五、计划

如果按【F12】键，系统显示上课时间选择，并播放：Please select the learning time.
（请选择学习时间。）然后根据小孩实际情况选择上课时间。目前有如下三种学习

时间可供选择：

(0)、We will learn five to fifteen minutes. （我们将学习5到15分钟。）

(1)、We will learn fifteen to thirty minutes.
      （我们将学习15到30分钟。）

(2)、We will learn thirty to forty-five minutes.
      （我们将学习30到45分钟。）

六、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0)、Hello（你好）                                                                                              
    (1)、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表演：老师或家长，在系统显示并播放 Hello everyone 时，需要表演“打招呼”

                 动作。最好上课前购买一个软布宠物猴，通过宠物猴来表演“打招呼”

                 动作，更能提高小孩的学习兴趣。

    (2)、Stand up!（起立！）                                                                                           
    表演：老师或家长先自己表演“起立”动作，然后重复一遍，让小孩表演起立。

                在幼儿园或学校，老师需要等所有小孩都起立后，才进入后面教学。

    (3)、Song：Hello Jojo （歌曲：《你好，优优》）                                                                                         
         Hello Jojo.（你好，优优。）   表演：打招呼

         It's time to play.（现在是游戏时间。）  表演：展示玩具

         Hello friends.（你好，小朋友们。）  表演：打招呼

         It's a happy day.（今天是快乐一天。）  表演：大笑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4)、Sit down.（坐下）                                                                                           
    表演：坐下动作，然后让小孩坐下，继续后面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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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ant: Hello, goodbye （朗诵： 你好， 再见）
    (1)、Chant: Hello, goodbye 
             Hello, Lucy. (你好，露西。) 表演：打招呼

             Hello, Tom. (你好，汤姆。) 表演：打招呼

             Hello, Jojo.（你好，优优。） 表演：打招呼

             Hello!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Goodbye, Lucy.（再见，露西。） 表演：再见

             Goodbye, Tom.（再见，汤姆。） 表演：再见

             Goodbye, Jojo.（再见，优优。） 表演：再见

             Goodbye! （再见！）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3)、Hello, Jojo.（你好，优优。）                                                                                        
    (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表演：在学校，老师可以叫三个小孩分别戴上Jojo，Lucy，Tom的面具上台，

            听到他们所戴面具的名称时，小孩可以高兴地举起双手。这样气氛可能会

            更活跃、更有趣。

    (5)、Hello, Lucy.（你好，露西。）                                                                                        
    (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7)、Hello, Tom. （你好，汤姆。）                                                                                        
    (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9)、Hello, Jojo. （你好，优优。）                                                                                         
    (10)、Say "Hello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你好，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1)、Hello, Lucy. （你好，露西。）                                                                                        
    (12)、Say "Hello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你好，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3)、Hello, Tom. （你好，汤姆。）                                                                                        
    (14)、Say "Hello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你好，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5)、Goodbye, Jojo. （再见，优优。）                                                                                     
              表演：老师或家长，在系统播放 Goodbye 录音时，可以表演：挥挥手。

    (1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17)、Goodbye, Lucy. （再见，露西。）                                                                                    
    (1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19)、Goodbye, Tom. （再见，汤姆。）                                                                                      
    (20)、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21)、Goodbye, Jojo.（再见，优优。）                                                                                     
    (22)、Say "Goodbye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再见，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23)、Goodbye, Lucy.（再见，露西。）                                                                                      
    (24)、Say "Goodbye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再见，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25)、Goodbye, Tom. （再见，汤姆。）                                                                                     
    (26)、Say "Goodbye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再见，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4. Game: Pass the cards （游戏：传卡片）
    (0)、Who's this, Jojo?（这是谁，优优？）                                                                                   
             Tom. （汤姆。）                                                                                                 
    (1)、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Lucy. （露西。）                                                                                               
    (2)、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Jojo. （优优。）                                                                                               
    温馨提示：游戏具体操作，请参见：P88面，扑克牌游戏。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0)、Run on the spot as fast as them for a few seconds, kids.
          （孩子们，像他们一样快速地原地跑几秒钟。）                                           
    (1)、Statues!（立定！）                                                                                           
    (2)、Start！（开始！）

    (3)、Please go to your tables.（请回到你们的桌子旁。）

    表演：在学校或幼儿园，老师可以将学生带到操场等空旷地带，让小孩围成一

                个圈转圈；在家，家长可以让小孩围绕自己转圈。

6. Look and trace.  (看然后描线。)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看屏幕上的图片。）                                                                  
             There is a baby rabbit hiding under the shelf.（在架子下藏着一只小兔子。）                                                     
    (2)、Where's Robbie?（Robbie在哪儿？）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Hello, Tom. （你好，汤姆。）                                                                                        
    表演：老师或家长表演“打招呼”动作。为了活跃气氛，可以使用软布宠物猴，

                并且在系统播完 Hello, Tom 录音后，按【F6】播放：Jojo wants a hug.  (优优

                想要一个拥抱。)
    (2)、Hello, Lucy. （你好，露西。）                                                                                       
    (3)、Hello, Jojo. （你好，优优。）                                                                                      
    扩展训练：老师或家长根据情况，可以在教完上述内容后，进行一些扩展训练

                        以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小孩的语言应用能力。

    老师：
    • 念：Hello (学生名字)，然后等待一会，以拖长的语调念出：Hello teacher   (老
              师姓)。
    • 老师再重复念：Hello (学生名字)，等待学生回答。如果学生回答不了，老师可

                                  以再重复回答一次：Hello teacher (老师姓)。
    • 换一个同学重复上述过程。

    家长：
    • 念：Hello(小孩名字)，然后等待一会儿，以拖长的语调念出：Hello mother. （你

              好，妈妈。）可以按【F8】由系统播放或 Hello father.（你好，爸爸。）可

              以按【F9】由系统播放。

    • 家长再重复念：Hello (小孩名字)，等待小孩回答。如果小孩回答不了，家长可

                                  以再重复回答一次：Hello mother.（你好，妈妈。）或 Hello 
                                  father.（你 好，爸爸。）

2. Listen and repeat. （听然后跟读。）
    (1)、Who's this, Jojo?（这是谁，优优？）                                                                                   
    表演：如果老师或家长购买了玩偶，在系统播放录音后，摇摆玩偶的手，表示不会。

    (2)、Lucy（露西）                                                                                                
             Say Lucy.（说露西。）                                                                                          
    温馨提示：
    a、如果小孩不回答，老师或家长可在系统播放：Say Lucy. 录音后，自己拖长语

          调念：Lucy，以引导小孩；

    b、对于朗读、跟读等听说练习，如果小孩不能回答，老师或家长可以先按【F9】，      
            播放提示的录音，然后自己拖长语调朗读或按【F6】，由系统播放标准发    
         音。后面不再重复本操作提示。

      (3)、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4)、Tom （汤姆）                                                                                               
               Say Tom.（说汤姆。）                                                                                            
      (5)、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6)、Jojo （优优）                                                                                               
               Say Jojo.（说优优。）                                                                                          
               Yes, it is Jojo.（是的，它是优优。）                                                                                       
      (8)、Jojo （优优）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温馨提示：
              a、开始时老师或家长可能需要自己先演示一遍，然后按【F2】，重复时让小孩练习；

              b、由于小孩年幼，本系统中所有需要小孩动手的内容，老师或家长可以从

                   如下二种方式中选择：

              • 小孩只是用手指在屏幕上进行，老师或家长根据小孩动作来操作鼠标；

              • 由老师、家长指导，小孩自己操鼠标。我们建议采用本方法，可以充分

                 开发小孩小肌肉群的运动机能。

              • 对于【指点】等动作：在小孩指图片时，老师或家长需要移动【鼠标】

                到小孩的指向位置，停顿一会后，点击【鼠标左键】。

              c、后面不再重复本操作提示。

      (10)、Lucy （露西）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12)、Tom（汤姆）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Tom （汤姆）                                                                                                
      (14)、Jojo （优优）                                                                                              
      (15)、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6)、Lucy （露西）                                                                                               
      (17)、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8)、Tom（汤姆）                                                                                                 
      (19)、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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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2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red (红色)，green (绿色)，yellow (黄色)，blue (蓝色)
复习：Tom (汤姆)，Lucy (露西)，Jojo (优优)；hello (你好)，goodbye (再见)
课堂用语：Hello everyone. (你好，同学们。) Stand up! (起立！) Sit down!  (坐下！) 
                    Who's this? (这是谁？) Statues! (立定！) Well done. (做得好。) Good 
                    work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Trace the line.
                     (描线。) 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Stand still!（站好！）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Colour it red.（把它涂成红色。）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积木。如果小孩会读单词：red、green、yellow、blue，就可以奖励小孩

                    一套积木玩具或其他礼物。

三、目标：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following new words: red, green, yellow, 
                    blue and review: Tom, Lucy, Jojo; hello, goodbye.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 
                    目的：本课结束后，你将学会如下新单词：红色，绿色，黄色，蓝色，

                    同时还将复习：汤姆，露西，优优；你好，再见。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Hello, Tom.（你好，汤姆。）                                                                                         
   (2)、Hello, Lucy. （你好，露西。）                                                                                         
   (3)、Hello, Jojo. （你好，优优。）                                                                                         
   (4)、Chant: Hello, goodbye  （朗诵： 你好， 再见）

           Hello, Lucy. (你好，露西。)，显示Lucy图片。表演：打招呼

           Hello, Tom. (你好，汤姆。)，显示Tom图片。表演：打招呼

           Hello, Jojo.（你好，优优。），显示Jojo图片。表演：打招呼

           Hello!（你好！）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Goodbye, Lucy.（再见，露西。），显示Lucy图片。表演：再见

            Goodbye, Tom.（再见，汤姆。），显示Tom图片。表演：再见

            Goodbye, Jojo.（再见，优优。），显示Jojo图片。表演：再见

            Goodbye! （再见！）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6)、Hello, Jojo.（你好，优优。）                                                                                       
   (7)、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8)、Hello, Lucy. （你好，露西。）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10)、Hello, Tom. （你好，汤姆。）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12)、Hello, Jojo. （你好，优优。）                                                                                        
   (13)、Say "Hello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你好，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4)、Hello, Lucy. （你好，露西。）                                                                                        
   (15)、Say "Hello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你好，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6)、Hello, Tom. （你好，汤姆。）                                                                                       
   (17)、Say "Hello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你好，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8)、Goodbye, Jojo.（再见，优优。）                                                                                     
   (1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20)、Goodbye, Lucy. （再见，露西。）                                                                                      
   (2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22)、Goodbye, Tom. （再见，汤姆。）                                                                                       
   (2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24)、Goodbye, Jojo. （再见，优优。）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Good work.（干得漂亮。）                                                                                          
      (3)、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绕着兔子画条线或画个圈。）                                         
                Good work. （干得漂亮。）                                                                                          
               温馨提示：
               a、老师或家长可以先演示一遍，然后按【F2】键，重复时再让小孩作答。

               b、对于写、画等手工练习，老师或家长可以让小孩到讲台或电脑前用手

               在屏幕上写或画，老师或家长根据小孩手指移动操作鼠标。首先从调色

               盘选择画笔大小，然后选择颜色，最后将鼠标【移到】图片中起点位置，

               按下【鼠标左键】并移动鼠标（特别提醒：移动鼠标时，请一直按住鼠标

               左键。），需要结束位置时，放开【鼠标左键】完成涂色、画线等手工。

               c、本系统写、画等手工练习操作基本相同，后面不再重复本操作提示。

      (4)、There are also Lucy, Tom, and Jojo in the picture.
            （图片里还有露西，汤姆和优优。）                                                      
      (5)、Who's this, Jojo?（这是谁，优优？）                                                                                   
      (6)、Lucy. （露西。）                                                                                               
              Trace the lines.（描线。）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around Lucy's head to complete the picture. 
            （沿着虚线描出露西的头像来完成图片。）                            
      (7)、Who's this, Jojo（这是谁，优优？）                                                                              
      (8)、Tom. （汤姆。）                                                                                                 
               Trace the lines. （描线。）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around Tom's head to complete the picture. 
             （沿着虚线描出汤姆的头像来完成图片。）                             
      (9)、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10)、Jojo. （优优。）                                                                                               
                Trace the lines. （描线。）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around Jojo's head to complete the picture. 
              （沿着虚线描出优优的头像来完成图片。）                           
                Good work.（干得好。）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Goodbye, Jojo. (再见，优优。)  表演：再见

    English is fun. (学英语真快乐。)  表演：大笑

    Goodbye, Jojo.（再见，优优。） 表演：再见

    Goodbye, everyone. (再见，同学们。)  表演：再见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Here's more!（更多精彩！）

8. Game: Run   (游戏：跑)

    (0)、Lucy（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Tom（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2)、Jojo（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9. Hello, Jojo.  (你好，优优。)

    (1)、Hello, Jojo. (你好，优优。)
    (2)、Hello, Lucy.（你好，露西。）                                                                                        
    (3)、Hello, Tom. （你好，汤姆。）                                                                                         
10. Colour Jojo.   (给优优涂色。)

    (0)、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1)、Who's this, Jojo?（这是谁，优优？）                                                                                   
    (2)、Colour Jojo. (给优优涂色。)                                                                                        
    (3)、Jojo. Hello, Jojo. （优优。你好，优优。）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色、

    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Tom; 

    Lucy; Jojo; Hello, goodbye; Hello J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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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There are red, green, yellow, and blue bricks.    
             Point to a pile in four colour bricks and colour the missing brick the same colour 
             as the rest in the pile.（看屏幕上的图片。有红色，绿色，黄色和蓝色的积  
            木。指出四个一组的彩色积木，把漏掉的那个积木涂成与该组中其他积木一

            样的颜色。）

    (2)、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3)、Lucy.（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4)、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5)、Tom.（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6)、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Jojo.（优优。）                                                                                               
   (7)、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是的。这是优优。）                                                                                         
   (8)、What colour?（什么颜色？）                                                                                        
   (9)、Red.（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红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0)、Colour it red.（把它涂成红色。）                                                                                      
   (11)、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2)、Green.（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绿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3)、Colour it green. （把它涂成绿色。）                                                                                    
   (14)、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5)、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黄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6)、Colour it yellow. （把它涂成黄色。）                                                                                  

   (17)、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8)、Blue.（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蓝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9)、Colour it blue. （把它涂成蓝色。）                                                                                     
              It's sticker time.（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更多精彩）
8. Game: Colour game.（游戏：涂色游戏。）
   (0)、red（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红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green（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绿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2)、yellow（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黄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3)、blue （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蓝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温馨提示：游戏具体操作，请参见：P88面，跑马灯游戏。

9. Colour grouping.（颜色分组。）
    (2)、Group the red colour objects to form a pile. （把红色的物品归类堆成一堆。）                                                        
            表演：老师或家长可以与小孩一起，将红色积木、蜡笔、碎布以及纸张堆成一堆。

            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在本课程的学习中，尽可能与小孩一起用实物完成课文   
            中各种活动与游戏。

   (3)、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4)、red（红色）                                                                                                 
           Say red.（说红色。）                                                                                            
   (5)、Move the red colour objects to the red pile. （把红色的物品移到红色的一堆。）                                                        
           温馨提示：

   (25)、Say "Goodbye Jojo.”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再见，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26)、Goodbye, Lucy. （再见，露西。）                                                                                     
    (27)、Say "Goodbye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再见，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28)、Goodbye, Tom. （再见，汤姆。）                                                                                       
    (29)、Say "Goodbye Tom.”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再见，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2. Listen and repeat. （听然后跟读。）
     (1)、What colour?（什么颜色？）                                                                                        
     (2)、red （红色）                                                                                                 
             Say red.（说红色。）                                                                                            
             表演：老师或家长可以拿出一块红色积木展示给小孩。

     (3)、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4)、green（绿色）                                                                                               
              Say green. （说绿色。）                                                                                         
     (5)、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6)、yellow（黄色）                                                                                              
             Say yellow.（说黄色。）                                                                                         
     (7)、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8)、blue（蓝色）                                                                                                
             Say blue.（说蓝色。）                                                                                           
     (10)、red（红色）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12)、green（绿色）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14)、yellow（黄色）                                                                                              
     (15)、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16)、blue（蓝色）                                                                                                
     (17)、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18)、red（红色）                                                                                                 
     (19)、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红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20)、green（绿色）                                                                                               
     (21)、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绿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22)、yellow（黄色）                                                                                             
     (23)、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黄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24)、blue（蓝色）                                                                                               
     (25)、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蓝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3. Game: What colour? （游戏： 什么颜色？）
     (0)、red（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红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green（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绿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2)、yellow（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黄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3)、blue（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蓝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温馨提示：游戏具体操作，请参见：P88面，跑马灯游戏。

4. Song: Colour song （歌曲：颜色歌）
    (1)、It's song time!（现在是唱歌时间！）                                                                                     
             Red, red, red. (红色，红色，红色。)   （表演：拿出红色积木。）

             Green, green, green. (绿色，绿色，绿色。)  （表演：拿出绿色积木。）

             Yellow, yellow.（黄色，黄色。）  （表演：拿出黄色积木。）

             Blue, blue, blue.（蓝色，蓝色，蓝色。） （表演：拿出蓝色积木。）

             repeat x1 (重复一遍)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Colour and say. （上色然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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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red （红色）                                                                                                
              Say red.（说红色。）                                                                                            
    (38)、Move the red colour clothes to the piles of clothes. 
             （把红色的衣服移到成堆的衣服那里。）                                                  
    (39)、green(绿色)                                                                                               
               Say green.（说绿色。）                                                                                          
    (40)、Move the green colour clothes to the piles of clothes. 
            （把绿色的衣服移到成堆的衣服那里。）                                               
    (41)、yellow(黄色)                                                                                              
               Say yellow.（说黄色。）                                                                                         
    (42)、Move the yellow colour clothes to the piles of clothes. 
             （把黄色的衣服移到成堆的衣服那里。）                                                
    (43)、blue（蓝色）                                                                                                
               Say blue. （说蓝色。）                                                                                          
    (44)、Move the blue colour clothes to the piles of clothes. 
             （把蓝色的衣服移到成堆的衣服那里。）                                                 
    (45)、Group the different colour paper to form a pile. 
             （把各种颜色的纸张集中起来堆成一堆。）                                                   
    (46)、red（红色）                                                                                                 
               Say red.（说红色。）                                                                                            
    (47)、Move the red colour paper to the piles of paper. 
            （把红色的纸张移到成堆的纸张那里。）                                                     
    (48)、green（绿色）                                                                                               
               Say green.（说绿色。）                                                                                          
    (49)、Move the green colour paper to the piles of paper. 
             （把绿色的纸张移到成堆的纸张那里。）                                                   
    (50)、yellow （黄色）                                                                                             
               Say yellow.（说黄色。）                                                                                         
    (51)、Move the yellow colour paper to the piles of paper. 
             （把黄色的纸张移到成堆的纸张那里。）                                                 
    (52)、blue （蓝色）                                                                                               
               Say blue. （说蓝色。）                                                                                          

    (53)、Move the blue colour paper to the piles of paper. 
             （把蓝色的纸张移到成堆的纸张那里。）                                                   
10. Trace. Say... （描线。说⋯⋯）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3)、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4)、Lucy（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5)、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6)、Tom（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7)、Trace a line from left to right. （从左向右描线。）                                                                   
              温馨提示：
              a、本活动目的是让小孩知道从左向右的读、写顺序。

              b、完成后，小孩可以拿笔在白纸上从左向右移动，充分开发他们小肌肉群

              的运动技能。

      (8)、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9)、Jojo（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0)、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11)、Lucy（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2)、Trace a line from left to right. （从左向右描线。）                                                                   
11.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red、green、yellow、blue。

           a、由于小孩年幼，老师或家长可以让小孩到讲台或电脑前用手在屏幕上移

            动图片，老师或家长根据小孩手指的移动操作鼠标。首先将鼠标【移到】

            需要移动图片，按下【鼠标左键】并移动鼠标（特别提醒：移动鼠标时，

            请一直按住鼠标左键。），当图片到达目标位置后，放开【鼠标左键】完成移

            动图片练习。本系统移动图片练习的操作基本相同，后面不再重复本操作提示。

            b、在电脑上完成本活动后，家长可以与小孩一起用实物积木、蜡笔等完成

            同样的活动。

    (6)、Group the green colour objects to form a pile. （把绿色的物品归类堆成一堆。）                                                      
    (7)、What colour?（什么颜色？）                                                                                        
    (8)、green（绿色）                                                                                               
            Say green.（说绿色。）                                                                                          
    (9)、Move the green colour objects to the green pile. 
           （把绿色的物品移到绿色的一堆。）                                                    
    (10)、Group the yellow colour objects to form a pile. 
            （把黄色的物品归类堆成一堆。）                                                      
    (11)、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2)、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说黄色。）                                                                                        
    (13)、Move the yellow colour objects to the yellow pile. 
            （把黄色的物品移到黄色的一堆。）                                                  
    (14)、Group the green colour objects to form a pile. 
            （把绿色的物品归类堆成一堆。）                                                       
    (15)、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6)、blue （蓝色）                                                                                               
              Say blue.（说蓝色。）                                                                                           
    (17)、Move the blue colour objects to the blue pile. 
            （把蓝色的物品移到蓝色的一堆。）                                                      
    (18)、Group the different colour bricks to form a pile. 
             （把不同颜色的积木集中起来堆成一堆。）                                                  
    (19)、red（红色）                                                                                                 
              Say red. （说红色。）                                                                                           
    (20)、Move the red colour brick to the piles of bricks.
            （把红色的积木移到那些成堆的积木那里。）                                                   

    (21)、green（绿色）                                                                                               
              Say green.（说绿色。）                                                                                          
    (22)、Move the green colour brick to the piles of bricks. 
            （把绿色的积木移到那些成堆的积木那里。）                                                 
    (23)、yellow（黄色）                                                                                              
              Say yellow.（说黄色。）                                                                                         
    (24)、Move the yellow colour brick to the piles of bricks. 
            （把黄色的积木移到那些成堆的积木那里。）                                                
    (25)、blue （蓝色）                                                                                               
               Say blue. （说蓝色。）                                                                                          
    (26)、Move the blue colour brick to the piles of bricks. 
            （把蓝色的积木移到那些成堆的积木那里。）                                                 
    (27)、Group the different colour crayons to form a pile. 
            （把各种颜色的蜡笔集中起来堆成一堆。）                                                 
    (28)、red（红色）                                                                                                 
              Say red.（说红色。）                                                                                            
    (29)、Move the red colour crayon to the piles of crayons.
            （把红色的蜡笔移到成堆的蜡笔那里。）                                                 
    (30)、green （绿色）                                                                                              
               Say green.（说绿色。）                                                                                          
    (31)、Move the green colour crayon to the piles of crayons. 
            （把绿色的蜡笔移到成堆的蜡笔那里。）                                               
    (32)、yellow（黄色）                                                                                              
              Say yellow.（说黄色。）                                                                                         
    (33)、Move the yellow colour crayon to the piles of crayons. 
            （把黄色的蜡笔移到成堆的蜡笔那里。）                                             
    (34)、blue （蓝色）                                                                                               
               Say blue. （说蓝色。）                                                                                          
    (35)、Move the blue colour crayon to the piles of crayons. 
            （把蓝色的蜡笔移到成堆的蜡笔那里。）                                               
     (36)、Group the different colour clothes to form a pile. 
             （把各种颜色的衣服集中起来堆成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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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red.（对，红色。）                                                                                                 
3. Story: Red brick, yellow brick （故事： 红色积木， 黄色积木）
    (1)、It's story time.（现在是故事时间。）                                                                                    
             The four pictures displayed in the front tell us a story that Tom, Lucy and Jojo together 
            play with bricks.（前面展示的四张图片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汤姆，露西和

            优优一起玩积木。）

            1.
            TOM: Look, Lucy. Red brick, yellow brick, green brick. 
            （汤姆：看，露西。红积木，黄积木，绿积木。）

            LUCY: And blue brick. （露西：还有蓝积木。）

            2.
            TOM: Hello, Jojo. （汤姆：你好，优优。）

            JOJO: Hello. （优优：你好。）

            LUCY: Look at the bricks. Red, yellow, green, blue. 
            （露西：看积木。红色，黄色，绿色，蓝色。）

            JOJO: Red, yellow, green, blue. （优优：红色，黄色，绿色，蓝色。）

            TOM: Yes! （汤姆：对！）

            3.
            JOJO: Red! （优优：红色！）

            LUCY: Yes, Jojo. A red brick.. （露西：对，优优。一块红积木。）

            TOM: Jojo, no! （汤姆：优优，不对！）

            4.
            LUCY: Oh Jojo! （露西：哦，优优！） 
            JOJO: Sorry. （优优：对不起。）

4. Listen and act. （听然后表演。）
    (1)、TOM: Look, Lucy. Red brick, yellow brick, green brick. 
           （汤姆：看，露西。红积木，黄积木，绿积木。）

             LUCY: And blue brick. （露西：还有蓝积木。）                    
    (2)、Go to the front, then mime building a tower out of bricks. 
           （去前面，表演用积木建一座塔。）                                     
             表演：老师或家长给小孩展示红、黄、绿以及蓝色等彩色积木。

    (3)、TOM: Hello, Jojo. （汤姆：你好，优优。）

             JOJO: Hello. （优优：你好。）

             LUCY: Look at the bricks. Red, yellow, green, blue. 
                      （露西：看这些积木。红的，黄的，绿的，蓝的。）

            JOJO: Red, yellow, green, blue.（优优：红的，黄的，绿的，蓝的。） 
            TOM: Yes! （汤姆：对！）

    (4)、Go to the front, then mime building a tower out of bricks with Jojo. 
          （去前面，和优优表演用积木建一座塔。）                           
            表演：老师或家长先表演打招呼，然后展示红、黄、绿以及蓝色等彩色积

            木。利用软布宠物猴再展示一遍红、黄、绿以及蓝色等彩色积木，并表演：

            正确手势。

    (5)、JOJO: Red! （优优：红色！）

             LUCY: Yes, Jojo. A red brick. （露西：对，优优。一个红色的积木。）

             TOM: Jojo, no!  （汤姆：优优，不对！）                                        
    (6)、Let Jojo go to the front, then mime building a tower out of bricks. 
          （让优优去前面，表演用积木建一座塔。）                            
            表演：老师或家长展示红色积木，让软布宠物猴摇摆手掌表示：不是。

    (7)、LUCY: Oh Jojo!  （露西：哦，优优！）

            JOJO: Sorry. （优优：对不起。）                                                                    
    (8)、Go to the front, then mime knocking bricks all down again.
          （去前面，表演推倒积木塔。）                                      
            表演：老师或家长与小孩一起表演：推倒积木塔。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Find and match. Then say.  (找到并匹配。然后说。)

    (1)、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Robbie. （去前面，然后指出Robbie。）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2)、Lucy（露西）                                                                                                
    (3)、Where's Lucy? （露西在哪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Lucy.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露西。）                                                  
             Yes. There she is! (对。她在那儿！)                                                                                                  
    (4)、Tom（汤姆）                                                                                                 
    (5)、Where's Tom? （汤姆在哪儿？）                                                                                         

Lesson 3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brick(方块)，yes(对，是)，no(错，不是)
复习：Tom(汤姆)，Lucy(露西)，Jojo(优优)， hello(你好)，goodbye(再见)，
            red(红色)，yellow(黄色)，green(绿色)，blue(蓝色)。
课堂用语*：Hello everyone. (你好，同学们。)Stand up! (起立！) Sit down! (坐下！)  
                      Who's this? (这是谁？) Statues!(立定！)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Well done. (干得好。) Good work .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What colour?(什
                      么颜色？) Stand still!（站好！） It's song time.（现在是唱歌时间。）   
                      Point to (Tom). 【指向（汤姆）。】 It's story time. (现在是讲故事时间。) 
                      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小孩自己提要求。如果小孩会读单词：brick、yes、no，就可以满足小孩

                    提出的要求。

三、目标：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following new words: brick, yes, no and 
                     review: Tom, Lucy, Jojo; hello, goodbye; red, yellow, green, and blue. 也可

                    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如下新单词：方块，对、

                    错，同时还将复习：汤姆，露西，优优；你好，再见；红色，黄色，绿

                    色，蓝色。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2，课文练习4，Song: Colour song（歌曲：颜色歌）

2. Listen and point. （听然后识。）
    (1)、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2)、Point to Tom.（指向汤姆。）                                                                                       
    (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om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在图片中指出汤姆。）                                                  
             Yes, Tom.（对，汤姆。）                                                                                                 
    (10)、Point to Lucy. （指向露西。）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Lucy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在图片中指出露西。）                                                
               Yes, Lucy. （对，露西。）                                                                                               
    (18)、Point to Jojo. （指向优优。）                                                                                      
    (1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Jojo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在图片中指出优优。）                                                
               Yes, Jojo. （对，优优。）                                                                                               
    (24)、blue （蓝色）                                                                                                
    (25)、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blue brick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在图片中指出蓝色的方块。）                                           
               Yes, blue. （对，蓝色。）                                                                                               
    (26)、green （绿色）                                                                                              
    (27)、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green brick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在图片中指出绿色的方块。）                                          
               Yes, green. （对，绿色。）                                                                                               
    (28)、yellow （黄色）                                                                                             
    (2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yellow brick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在图片中指出黄色的方块。）                                        
               Yes, yellow. （对，黄色。）                                                                                             
    (30)、red（红色）                                                                                                 
    (3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red brick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在图片中指出红色的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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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绿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5)、Move the green colour brick to the piles of bricks. 
           （把绿色的积木移到那些成堆的积木那里。）                                                
     (6)、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黄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7)、Move the yellow colour brick to the piles of bricks. 
            （把黄色的积木移到那些成堆的积木那里。）                                               
     (8)、blue （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蓝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9)、Move the blue colour brick to the piles of bricks. 
           （把蓝色的积木移到那些成堆的积木那里。）                                                 
11. Match the pictures.（匹配图片）
     (1)、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Lucy（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是的，她是露西。)                                                                                        
     (2)、Where's Lucy? （露西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Lucy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在图片中指出露西。）                                                
               Yes. There she is! (对。她在那儿！)                                                                                     
     (3)、Draw a line. （划一条直线。）                                                                                        
              Lucy（露西）                                                                                                
              Yes, she is Lucy. （是的，她是露西。）                                                                                       
              Yes. There she is! （对。她在那儿！）                                                                                       
     (4)、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Tom （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5)、Where's Tom?（汤姆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om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在图片中指出汤姆。）                                                  
             Tom （汤姆）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6)、Draw a line.（画一条线。）                                                                                        
              Tom (汤姆)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7)、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8)、Where's Jojo? （优优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Jojo in the picture below. 
            （去前面，然后从下面的图中指出优优。）                                           
              Jojo （优优）                                                                                                
              Yes. There it is! （对。它在那儿！）                                                                                       
     (9)、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Jojo （优优）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Yes. There it is! （对。它在那儿！）                                                                                       
12.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新关键词：

      brick、Yes、No；复习关键字：red、green、yellow、blue。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om.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汤姆。）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6)、Jojo（优优）                                                                                                
    (7)、Where's Jojo?（优优在哪儿？）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Jojo.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优优。）                                                   
             Yes. There it is! (对。它在那儿！)                                                                                        
    (8)、red brick （红积木）                                                                                          
    (9)、Where's the red brick?（红积木在哪儿？）                                                                                  
             Say red bric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red brick. 
           （说红积木，然后去前面，指出红积木。）                                         
             Yes. There it is! (对。它在那儿！)                                                                                         
    (10)、yellow brick （黄积木）                                                                                       
    (11)、Where's the yellow brick?  （黄积木在哪儿？）                                                                             
               Say yellow bric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yellow brick. 
             （说黄积木，然后去前面，指出黄积木。）                                  
                Yes. There it is! (对。它在那儿！)                                                                                       
    (12)、green brick（绿积木）                                                                                         
    (13)、Where's the green brick? （绿积木在哪儿？）                                                                                
               Say green bric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green brick.  
             （说绿积木，然后去前面，指出绿积木。）                                   
               Yes. There it is! (对。它在那儿！)                                                                                       
    (14)、blue brick（蓝积木）                                                                                          
    (15)、Where's the blue brick? （蓝积木在哪儿？）                                                                                
               Say blue bric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blue brick. 
             （说蓝积木，然后去前面，指出蓝积木。）                                       
               Yes. There it is! (对。它在那儿！)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更多精彩）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1)、It's star of the week time! （现在是每周之星时间！）                                                                        

            Jojo says, “Well done to you”.  (优优说，“你做得好”。)
            Well done to you.  (你做得好。)
            Well done to you. （你做得好。）

            Jojo says, “Well done to you”.  (优优说，“你做得好”。)
            You are the star of the week!  (你是本周之星！)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Here's more!
9. Game: Yes or No? （游戏：对还是错？）
    (0)、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红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绿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2)、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黄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3)、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blue （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蓝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温馨提示：游戏具体操作，请参见：P88面，跑马灯游戏。

10. Acting with bricks. （用积木表演）
     (1)、Group the different colour bricks to form a pile. 
            （把各种颜色的积木聚集起来堆成一堆）                                                  
     (2)、red（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红色，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3)、Move the red colour brick to the piles of bricks. 
            （把红色的积木移到那些成堆的积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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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女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s a girl. （对，她是一个女孩。）                                                                                      
3. Draw number 1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 1。）
    (1)、one（1）                                                                                                 
            Number one. Move your finger from top to bottom to trace the number one. 
          （数字1。从上到下移动你的手指描出数字1。）                           
    (2)、one （1）                                                                                                 
            Draw number one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 1。）                                                                        
    (3)、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one with your finger. 
           （说1，然后走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                           
             Yes. It's number one.（对。那是数字1。）                                                                                    
4. Game: Boy and girl （游戏：男孩和女孩）
    (0)、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boy （男孩）                                                                                                
            Say bo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男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s a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1)、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girl （女孩）                                                                                               
            Say gir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女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s a girl. （对。她是一个女孩。）

    (2)、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one boy （一个男孩）                                                                                            
             Say one bo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个男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s a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3)、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one girl (一个女孩)                                                                                           
             Say one gir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个女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s a girl. （对。她是一个女孩。）                                                                                      
             温馨提示：游戏具体操作，请参见：P88面，扑克牌游戏。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Say and trace.  (说然后描写。)

    (1)、Point to one.（指向1。）                                                                                      
    (2)、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Number one! (对。数字1。)                                                                                         
    (3)、one （1）                                                                                                
             Number one. Move your finger from top to bottom to trace the number one. 
           （数字1。从上到下移动你的手指描出数字1。）                           
             表演：老师或家长可以先自己表演描写数字 1 的动作。

    (4)、Draw number one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1。）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one with your finger.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                                      
             Yes. Number one!（对。数字1。）                                                                                         
             温馨提示：
             a、老师或家长可以先自己表演描写数字 1 的动作。

             b、老师或家长可以让更多的小孩选择不同颜色、不同粗细画笔来描写数字 1。
    (5)、one boy （一个男孩）                                                                                             
    (6)、Say one bo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个男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re he is! (对。那是他！)                                                                                        
    (7)、one （1）                                                                                                 
             Number one. Move your finger from top to bottom to trace the number one. 
           （数字1。从上到下移动你的手指描出数字1。）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one with your finger.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                                      
             Yes. Number one! （对。数字1。）                                                                                        
    (8)、one girl（一个女孩）                                                                                            
    (9)、Say one gir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个女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re she is! （对！她在那儿！）                                                                                      
    (10)、one （1）                                                                                                

Lesson 4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number 1 (数字 1)，boy (男孩)，girl (女孩)
复习：hello (你好)，goodbye (再见)，red (红色)，yellow (黄色)， green (绿色)， 
             blue (蓝色)，yes (对)，no (错)
课堂用语*：Hello everyone. (你好，同学们。) Stand up!  (起立！) Sit down! (坐下！) 
                     Who's this? (这是谁？) Statues!(立定！) Well done. (干得好。) Good work .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What colour? (什    
                     么颜色？) Pass the ball. (传球。) Point to (number) 1. 【指向(数字1)。】                         
                        Draw 1 in the air. (在空中画 1。) How many?(多少？) Where's Jojo's tail? 

                     (优优的尾巴在哪儿？)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芭比娃娃。如果小孩会读单词：one、boy、girl，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芭比娃娃。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following new words: number 1, boy, girl and review: hello, goodbye; 
red, yellow, green, blue, yes, and no.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后，你

将学会以下新单词：数字 1，男孩，女孩，同时还将复习：你好，再见；红色，黄

色，绿色，蓝色，对，和错。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2，课文练习 4，Song: Colour song（歌曲：颜色歌）

2. Listen and repeat. （听然后跟读。）
    (1)、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2)、boy （男孩）                                                                                                

             Say boy. （说男孩。）                                                                                           
             Yes, he's a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3)、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4)、girl（女孩）                                                                                                
             Say girl. （说女孩。）                                                                                          
             Yes, she's a girl. （对，她是一个女孩。）                                                                                      
    (5)、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6)、one （1）                                                                                                
            Say one.（说1）                                                                                            
            Yes, it's number one.（对，这是数字1。）                                                                                    
    (8)、one （1）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对，那是数字1。）                                                                                    
    (10)、boy （男孩）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he's a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12)、girl （女孩）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she's a girl. （对，她是一个女孩。）                                                                                      
    (14)、one （1）                                                                                                 
    (15)、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那是数字1。）                                                                                   
    (16)、boy （男孩）                                                                                                 
    (17)、Say bo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男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s a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18)、girl （女孩）                                                                                               
    (19)、Say gir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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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件衣服，1件红色的衣服。)                                                                 
              Say one, one piece of red clothes. (说1，1件红色的衣服。)                                                                          
    (22)、Move the piece of red colour clothes to the piles of clothes. 
            （把那件红色的衣服移到成堆的衣服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23)、One, one piece of clothes, one piece of green clothes. 
               (1，1件衣服，1件绿色的衣服。)                                                                
               Say one, one piece of green clothes. (说1，1件绿色的衣服。)                                                                         
    (24)、Move the piece of green colour clothes to the piles of clothes. 
             （把那件绿色的衣服移到成堆的衣服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25)、One, one piece of clothes, one piece of yellow clothes. 
               (1，1件衣服，1件黄色的衣服。)                                                                
               Say one, one piece of yellow clothes. (说1，1件黄色的衣服。)                                                                       
    (26)、Move the piece of yellow colour clothes to the piles of clothes. 
             （把那件黄色的衣服移到成堆的衣服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27)、One, one piece of clothes, one piece of blue clothes. 
               (1，1件衣服，1件蓝色的衣服。)                                                                 
              Say one, one piece of blue clothes. (说1，1件蓝色的衣服。)                                                                         
    (28)、Move the piece of blue colour clothes to the piles of clothes. 
            （把那件蓝色的衣服移到成堆的衣服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29)、Group the different colour paper to form a pile. 
             （把各种颜色的纸张集中起来堆成一堆。）                                                   
    (30)、One, one piece of paper, one piece of red paper. （1，1张纸，一张红纸。）                                                                     
               Say one, one piece of red paper. （说1，1张红纸。）                                                                            
    (31)、Move the red colour paper to the piles of paper. 
             （把红色的纸移到成堆的纸张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32)、One, one piece of paper, one piece of green paper. （1，1张纸，一张绿纸。）                                                                   
               Say one, one piece of green paper. （说1，1张绿纸。）                                                                          
    (33)、Move the green colour paper to the piles of paper. 

            （把绿色的纸移到成堆的纸张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34)、One, one piece of paper, one piece of yellow paper. （1，1张纸，一张黄纸。）                                                                   
              Say one, one piece of yellow paper. （说1，1张黄纸。）                                                                         
    (35)、Move the yellow colour paper to the piles of paper. 
             （把黄色的纸移到成堆的纸张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36)、One, one piece of paper, one piece of blue paper. （1，1张纸，一张蓝纸。）                                                                    
               Say one, one piece of blue paper. （说1，1张蓝纸。）                                                                           
    (37)、Move the blue colour paper to the piles of paper. 
             （把蓝色的纸移到成堆的纸张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9. Game: Boy and girl （游戏：男孩和女孩）
    (0)、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boy （男孩）                                                                                                
             Say bo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男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s a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1)、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girl（女孩）                                                                                                
             Say gir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女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s a girl. （对。她是一个女孩。）                                                                                       
    (2)、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one boy （1个男孩）                                                                                             
             Say one bo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个男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s a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3)、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one girl （1个女孩）                                                                                           
             Say one gir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个女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s a girl. （对。她是一个女孩。）                                                                                      

             Number one. Move your finger from top to bottom to trace the number one. ］      
            （数字1。从上到下移动你的手指描出数字1。）                           
    (10)、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one with your finger.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                                      
              Yes. Number one! （对。数字1。）                                                                                        
    (11)、One brick.（一个积木。）                                                                                          
    (12)、Say one bric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个积木，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re it is! (对。它在那儿！)                                                                                        
    (13)、one （1）                                                                                                
              Number one. Move your finger from top to bottom to trace the number one. 
            （数字1。从上到下移动你的手指描出数字1。）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one with your finger.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                                      
              Yes. Number one! （对。数字1。）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更多精彩）
8. Number grouping（数字分组）
    (2)、Group the different colour bricks to form a pile. 
          （把不同颜色的积木集中起来堆成一堆。）                                                  
    (3)、One, one brick, one red brick.  (1, 1个积木，1个红积木)                                                                    
            Say one, one red brick. （说1，1个红积木）                                                                            
    (4)、Move the red colour brick to the piles of bricks. 
          （把红色的积木移到那些成堆的积木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5)、One, one brick, one green brick. （1，1个积木，1个绿积木。）                                                                   
             Say one, one green brick. （说1，1个绿积木。）                                                                          
    (6)、Move the green colour brick to the piles of bricks. 
          （把绿色的积木移到那些成堆的积木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7)、One, one brick, one yellow brick. （1，1个积木，1个黄积木。）                                                                  
             Say one, one yellow brick. （说1，1个黄积木。）                                                                          

    (8)、Move the yellow colour brick to the piles of bricks. 
          （把黄色的积木移到那些成堆的积木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9)、One, one brick, one blue brick. （1，1个积木，1个蓝积木。）                                                                    
             Say one, one blue brick. （说1，1个蓝积木。）                                                                            
    (10)、Move the blue colour brick to the piles of bricks. 
            （把蓝色的积木移到那些成堆的积木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11)、Group the different colour crayons to form a pile. 
            （把各种颜色的蜡笔集中起来堆成一堆。）                                                  
    (12)、One, one crayon, one red crayon. （1，1支蜡笔，1支红色的蜡笔。）                                                                   
              Say one, one red crayon. （说1，1支红色的蜡笔。）                                                                           
    (13)、Move the red colour crayon to the piles of crayons. 
             （把红色的蜡笔移到成堆的蜡笔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14)、One, one crayon, one green crayon.  （1，1支蜡笔，1支绿色的蜡笔。）                                                                
               Say one, one green crayon. （说1，1支绿色的蜡笔。）                                                                         
    (15)、Move the green colour crayon to the piles of crayons. 
            （把绿色的蜡笔移到成堆的蜡笔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16)、One, one crayon, one yellow crayon. （1，1支蜡笔，1支黄色的蜡笔。）                                                                
               Say one, one yellow crayon. （说1，1支黄色的蜡笔。）                                                                        
    (17)、Move the yellow colour crayon to the piles of crayons. 
             （把黄色的蜡笔移到成堆的蜡笔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18)、One, one crayon, one blue crayon. （1，1支蜡笔，1支蓝色的蜡笔。）                                                                  
               Say one, one blue crayon. （说1，1支蓝色的蜡笔。）                                                                           
    (19)、Move the blue colour crayon to the piles of crayons. 
             （把蓝色的蜡笔移到成堆的蜡笔那里。）                                               
               One. Yes. Number one! （1。对。数字1！）                                                                             
    (20)、Group the different colour clothes to form a pile.
             （把各种颜色的衣服集中起来堆成一堆。）                                                 
    (21)、One, one piece of clothes, one piece of red clo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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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4，课文练习 4，Game: Boy and girl （游戏：男孩和女孩）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温馨提示：
    在整个《三人行英语机器人》起步阶段第一册课程中，采用Phonics方法，使用

    音标而不是字母。这将帮助小孩在每个字母形状与读音之间建立联系。字母在后

    面第二册、第三册中与大写字母一起教。后面不再重复本提示。

    (1)、/ æ / （/ æ /）                                                                                              
            It says / æ /. （ 它读/ æ /。）                                                                                   
    (2)、/ æ /, / æ /, / æ /. Say / æ /.  （/ æ /，/ æ /，/ æ /。读/ æ /。）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3)、/ æ / （/ æ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4)、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æ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5)、apple （苹果）                                                                                              
            Say apple. （说苹果。）                                                                                         
            Yes. It's an apple. （对。它是一个苹果。）                                                                                     
    (6)、apple （苹果）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s an apple. （对。它是一个苹果。）                                                                                     
    (7)、apple（苹果）                                                                                               
            Say app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n apple. （对。它是一个苹果。）                                                                                     
     (8)、/ æ / - apple. Apple begins with the sound / æ /.  Note the / æ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apple. English words are made up of letters, to help us read 
            and write.( / æ / - apple. apple以元音/ æ /开头。注意单词apple最开头的元音/ æ /。
            英语单词由字母组成，能够帮助我们读和写。)
            English words are made up of letters, to help us read and write.
          （英语单词由字母组成，能够帮助我们读和写。）                                    

    (9)、/ æ / （/ æ /）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æ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10)、apple (苹果)                                                                                               
              Say app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n apple. （对。它是一个苹果。）                                                                                     
    (11)、/ æ /, / æ /, / æ /; （/ æ /, / æ /, / æ /；）
             apple, apple, apple; （苹果，苹果，苹果；）

              / æ /, / æ /, / æ /; （/ æ /, / æ /, / æ /；）
             apple, apple, apple. （苹果，苹果，苹果。）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æ /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2)、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æ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 æ /  (/ æ /)                                                                                              
           温馨提示：老师或家长可以让小孩选择不同颜色、画笔大小描写音标 / æ /。
4. Game: Eat an apple （游戏：吃苹果）
    (0)、/ æ /  (/ æ /)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æ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1)、apple (苹果)                                                                                              
            Say app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And mime eating an apple. （并且表演吃苹果。）                                                                          
             Yes. It's an apple. (对。它是一个苹果。)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letter a. Match a to the apple.   (描写字母 a。将a和apple配对。)

10. Activity: Draw one tail on Jojo. Trace and say one.

   （活动：在优优身上画一条尾巴。画并说1。）
     (2)、How many? （多少？）                                                                                          
              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number on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出数字1。）                                             
              Yes. Number one! （对。数字1！）                                                                                        
     (3)、How many? （多少？）                                                                                          
              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One tail.（对。一条尾巴。）                                                                                           
     (4)、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5)、Where's Jojo's tail? （优优的尾巴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Jojo （优优）                                                                                                
             Yes. There it is!（对。它在那儿！）                                                                                        
    (6)、Look at the picture.（看图片。）                                                                                
             Draw one tail.（画一条尾巴。）                                                                                      
             one （1）                                                                                                
             Yes. Number one! （对。数字1！）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one（1）、boy、girl。

Lesson 5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æ / (元音/ æ /)，apple(苹果)
复习：yes(对)，no(错)，red(红色)，green(绿色)，boy(男孩)，girl(女孩)，
            hello(你好)，goodbye(再见); 
课堂用语*：Hello everyone. (你好，同学们。) Stand up! (起立！) Sit down! (坐下！) 
                      Statues!(立定！) Well done. (干得好。) Good work .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What colour?(什么颜色？) Pass 
                      the ball. (传球。) 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Point to a. Say / æ /. (指向 
                      a。念 / æ /。) What's this?(这是什么？)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一个苹果。如果小孩会读单词：apple，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苹果。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letter sound / æ / and a new word: apple also review: yes, no, red, 
green, boy, girl, hello, goodbye.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后，你将学会

元音 / æ /以及新单词：苹果，同时还将复习：对，错，红色，绿色，男孩，女孩，

你好，再见。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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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绿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出绿苹果。）                               
              green （绿色）                                                                                               
              apple （苹果）                                                                                              
              Yes, a green apple. （对，一个绿苹果。）                                                                                     
   (18)、A straight line. （一条直线。）                                                                                   
              Draw straight lines, from left to right, to join the letter a to the apples. 
             （从左向右画直线，把字母a和苹果连起来。）                       
               / æ /  (/ æ /)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green （绿色）                                                                                               
              apple （苹果）                                                                                              
              Yes, a green apple. （对，一个绿苹果。）                                                                                     
              Good work. （做得好。）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Trace a sandpaper letter.  (描绘一个沙画字母。)

    (1)、/ æ /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2)、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æ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温馨提示：
           由于小孩年幼，只要求按照图示箭头方向描写，不必强求准确性。

           制作：老师或家长如果有条件可以按如下方法先制作字母a 沙画。在小孩描

           写完毕后，用他们食指触摸字母a 沙画。

           • 从打印字母 a 直接打印到硬纸上也可将它粘贴到卡片上；

           • 将胶水涂在字母上，为了精确，有可能需要使用胶水棒；

           • 将涂有胶水的一面沾上沙子，理想情况是沙子能有明显的质感；

           • 将多余沙子倒入垃圾桶并检查字母是否被沙子覆盖；

           • 晾干。

9.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温馨提示：手掌字母是我们根据最新脑科学成果，首创的一种字母学习方法。

    (1)、/ æ /.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教学过程：老师或家长演示一遍后，可以选择点击：    ，启用“重复播放”模式。      
           • 然后让小孩转过身，将手掌伸给你(也可以利用小孩身体任何可以接触的部位)；
           • 先点击教学按钮：    ，系统会不断播放音标：/ æ /, It says / æ /；
           • 用你的手指在小孩的手掌心或手掌背也可在后背上书写字母：a。注意要随

             着录音的节奏；

           • 重复多遍后，点击停止重复按钮：    ，结束手掌字母教学。

    (2)、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æ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温馨提示：由于小孩年幼，只要求按照图示箭头方向描写，不必强求准确性。

10. Activity: Help Jojo, Lucy and Tom find the apples. Trace and colour. Say a ⋯  apple.  

     (活动：帮助优优，露西和汤姆找到苹果。 描绘并填色。念： / æ / ，苹果)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3)、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4)、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6)、apple （苹果）                                                                                              
            Say app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n apple. （对，它是一个苹果。）                                                                                     
    (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8)、/ æ / (/ æ /)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æ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9)、A downward line. （一条向下的线。）                                                                                   
           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1)、/ æ /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2)、/ æ /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æ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 æ /  (/ æ /)                                                                                             
    (3)、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æ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4)、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5)、green （绿色）                                                                                              
            Say green app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green apple. 
           （说绿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出绿苹果。）                                
            green（绿色）                                                                                               
            apple （苹果）                                                                                              
            Yes, a green apple.  (对，一个绿苹果。)                                                                                    
    (6)、A straight line. （一条直线。）                                                                                    
            Draw straight lines, from left to right, to join the letter “a” to the apples.  
           （从左向右画直线，把字母a和苹果连起来。）                      
            / æ /  (/ æ /)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green （绿色）                                                                                              
            apple （苹果）                                                                                              
            Yes, a green apple. （对，一个绿苹果。）                                                                                    
    (7)、/ æ /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8)、/ æ /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æ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 æ / （/ æ /）                                                                                              
    (9)、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æ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10)、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1)、red （红色）                                                                                                
              Say red app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red apple.  
            （说红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出那个红苹果。）                                   
              red （红色）                                                                                                
              apple （苹果）                                                                                              
              Yes, a red apple. （对，一个红苹果。）                                                                                         
    (12)、A straight line. （一条直线）                                                                                    
              Draw straight lines, from left to right, to join the letter “a” to the apples. 
            （从左向右画直线，把字母a和苹果连起来。）                        
              / æ / (/ æ /)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red (红色)                                                                                                
              apple （苹果）                                                                                               
              Yes,a red apple. (对，一个红苹果。)                                                                                         
    (13)、/ æ /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14)、/ æ /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æ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 æ /  (/ æ /)                                                                                                
    (15)、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æ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16)、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7)、green （绿色）                                                                                               
              Say green app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green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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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6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b / (音标 / b /)，ball(球)
复习：/ æ /(音标 / æ / )，apple(苹果) 
课堂用语*：Hello everyone. (你好，同学们。) Stand up! (起立！) Sit down! (坐下！) 
                      Statues!(立定！) Well done. (干得好。) Good work .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What colour?(什么颜色？) Point 
                      to b. Say / b /. (指向 b。念 / b /。) What's this?(这是什么？)  Colour the 

                      balls with / b /. (给所有含音标 / b / 的球填色。)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一个球。如果小孩会读单词：ball，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球。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letter sound / b / and a new word: ball also review: / æ /, apple. 也可

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音标 / b / 以及新单词：球，同时还将

复习：音标 / æ / 和苹果。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5，课文练习 4，Game: Eat an apple （游戏：吃苹果）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b / (/ b /)                                                                                              
           It says / b /.（它读/ b /）。                                                                                     
    (2)、/ b /, / b /, / b /. Say / b /. （/ b /，/ b /，/ b /。读/ b /。）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3)、/ b / (/ b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4)、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b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ball （球）                                                                                               
           Say ball. （说球。）                                                                                          
           Yes, it's a ball. (对，它是一个球。)                                                                                       
    (6)、ball （球）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ll. (对，它是一个球。)                                                                                        
    (7)、ball  （球）                                                                                              
           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球，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ll. (对，它是一个球。)                                                                                        
    (8)、/ b / - ball. Ball begins with the sound / b /. Note the / b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ball. English words are made up of letters, to help us read and write. 
         （/ b /—ball。ball以音标/ b /开头。注意单词ball最开头的辅音/ b /。英语单词

          由字母组成，可以帮助我们读和写。）

    (9)、/ b / (/ b /)                                                                                              
           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b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10)、ball （球）                                                                                               
           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球，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ll. (对，它是一个球。)                                                                                       
    (11)、/ b /, / b /, / b / ; (/ b /, / b /, / b /；)
              ball, ball, ball ; （球，球，球；）

           Trace the downward line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moving your 
           finger downward. 
          （用你的手指描出那条向下的线，从圆点开始向下移动你的手指。）     
   (10)、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11)、Lucy （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1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3)、apple （苹果）                                                                                               
             Say app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n apple. (对，它是一个苹果。)                                                                                     
   (1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5)、/ æ / (/ æ /)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æ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16)、A downward line. （一条向下的线。）                                                                                   
             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Trace the downward line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moving your 
             finger downward.  
           （用你的手指描出那条向下的线，从圆点开始向下移动你的手指。）    
   (17)、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18)、Tom（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1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0)、apple （苹果）                                                                                               
             Say app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n apple. （对，它是一个苹果。）                                                                                     

   (2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2)、/ æ / (/ æ /)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æ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23)、A downward line. （一条向下的线。）                                                                                    
             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Trace the downward line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moving your 
             finger downward. 
          （用你的手指描出那条向下的线，从圆点开始向下移动你的手指。）     
11.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a、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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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b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温馨提示：如果无法准备沙画字母，可以采用手掌字母方式来达到同样效果。

9. Game: Bounce the ball （游戏：拍球）
    (0)、/ b / （/ b /）                                                                                              
           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b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1)、ball (球)                                                                                               
           Say ball. （说球。）                                                                                           
           Mime bouncing a ball. （表演拍球。）                                                                               
           Yes, it's a ball. （对，它是一个球。）

10. Activity: Trace and make letter b. Say b ... ball.  (活动：描写并制作字母 b。

     念： / b / ... 球。)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3)、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4)、boy （男孩）                                                                                                
           Say bo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男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s a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6)、ball （球）                                                                                               
           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球，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ll. （对，它是一个球。）                                                                                       
   (7)、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8)、/ b / （/ b /）                                                                                              
           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b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9)、A circle shape. （一个圆形。）                                                                                    
           Trace the circle shape. （描画那个圆形。）                                                                             
           Trace the circular shapes with your finger, to complete the letter b. 
         （用手指描出圆形，完成字母b。）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表演：
           a、老师或家长可以先演示一遍。首先从调色盘选择画笔大小，然后选择颜           
                 色，最后将鼠标【移到】圆形状图片起始点，按下【鼠标左键】并沿着

                 虚线画圆，放开【鼠标左键】结束画圆；

           b、最好在每画完一个圆后，选择不同颜色后再画圆。

          温馨提示：本活动目的是为了小孩写字母做准备。

11.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b、ball。

     / b /, / b /, / b / ; （/ b /, / b /, / b /；）
     ball, ball, ball. （球，球，球。）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b / （/ b /）                                                                                              
           It says / b /. （它读/ b /。）                                                                                     
    (2)、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b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4. Game: Run and match （游戏：跑然后匹配）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 æ /  （/ æ /）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æ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apple (苹果)                                                                                              
           Say app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n apple. （对，它是一个苹果。）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 b / （/ b /）                                                                                               
           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b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ll （球）                                                                                               
           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球，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ll. （对，它是一个球。）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letter b. Colour the balls with b.  (描写字母 b。给含有 b 的球填色。)

    (1)、/ b / （/ b /）                                                                                              
           It says / b /. （它读/ b /。）                                                                                     
    (2)、/ b / （/ b /）                                                                                              
           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b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3)、/ b / （/ b /）                                                                                               
           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b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ll （球）                                                                                               
           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球，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ll. （对，它是一个球。）                                                                                       
   (5)、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 b / （/ b /）                                                                                              
           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b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6)、Only colour the balls that contain the letter b. （只把含有字母b的球涂色。）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Good work.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温馨提示：老师或家长可以指导小孩从调色盘中选择不同颜色来填色。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Trace a sandpaper letter.  (描绘一个沙画字母。)

   (1)、/ b / （/ b /）                                                                                             
           It says / b /. （它读/ b /。）                                                                                     
   (2)、/ b /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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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 cat, cat; （猫，猫，猫；）

             / k /, / k /, / k /; (/ k /，/ k /，/ k /；)
             cat, cat, cat. （猫，猫，猫。）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2)、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k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4. Song: a, b, c （歌曲：a，b，c）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屏幕上的图片。）                                                                 
             / æ / （/ æ /）                                                                                              
             apple （苹果）                                                                                              
             / b / （/ b /）                                                                                              
             ball （球）                                                                                               
             / k / （/ k /）                                                                                              
             cat （猫）                                                                                                
    (2)、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Apple begins with / æ /, / æ /, / æ /. （apple开头是/ æ /, / æ /, / æ /。）
             Mime eating an apple. （表演吃苹果。）

             表演：老师或家长与小孩一起表演吃苹果动作。

             / æ / for apple.  （apple的/ æ /。）
             / æ / for apple. （apple的/ æ /。）
             Apple begins with / æ /, / æ /, / æ /.（apple开头是/ æ /, / æ /, / æ /。）
             Ball begins with / b /, / b /, / b /, （ball开头是/ b /, / b /, / b /。）
             表演：老师或家长与小孩一起表演拍球动作。

             Mime bouncing a ball. （表演拍球。）

             / b / for ball. （ball的/ b /。）
             / b /for ball. （ball的/ b /。）
             Ball begins with / b /, / b /, / b /. （ball开头是/ b /, / b /, / b /。）
             Cat begins with / k /, / k /, / k /. （cat开头是/ k /, / k /, / k /。）
             Mime hands up like cat's paws. （表演像猫爪一样举手。）

             表演：老师或家长与小孩一起表演像猫一样用手洗脸动作。

             / k / for cat. （cat的/ k /。）
             / k / for cat. （cat的/ k /。）
             Cat begins with / k /, / k /, / k /. （cat开头是/ k /, / k /, / k /。）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Look and stick.  (看然后粘。)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屏幕上的图片。）                                                                 
            /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2)、/ k / （/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k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3)、Point to / k /. (指向/ k /。)                                                                                      
            /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t （猫）                                                                                                
            It is a cat. （它是一只猫。）                                                                                       
            Cat begins with / k /. （cat以音素/ k /开头。）                                                                             
            Say c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猫，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cat. (对，它是一只猫。)                                                                                       
    (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apple （苹果）                                                                                              
            It's an apple. （它是一个苹果。）                                                                                      
            Apple begins with / æ /. （apple以元音/ æ /开头。）                                                                           
            Say app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Lesson 7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k / (音标 / k /)，cat(猫)
复习：/ æ /(音标 / æ / )，/ b /(音标 / b / )，apple(苹果)，ball(球) 
课堂用语*：Hello everyone. (你好，同学们。) Stand up! (起立！) Sit down! (坐下！) 
                      Statues!(立定！) Well done. (干得好。) Good work .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Point to (letter) c. Say / k /. (指
                     向字母 c。念： / k /。) 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Cat begins with / k /. 

                      (Cat以音标 / k / 开头。) Find / k /.（找到音标 / k /。）Colour / k / red. 
                      (把音标 / k /涂成红色。)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玩具猫。如果小孩会读单词：cat，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玩具猫。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letter sound / k / and a new word: cat also review: / æ /, / b /, apple, 
ball.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音标 / k /以及新单词：猫同

时还将复习：音标 / æ /, / b / 和苹果，球。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6，课文练习 4，Game: Run and match （游戏：跑然后匹配）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2)、/ k /, / k /, / k /. Say / k /. （/ k /, / k /, / k /。读 / k /。）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3)、/ k / (/ k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4)、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5)、cat （猫）                                                                                                
             Say cat. （读猫。）                                                                                           
             Yes, it is a cat. （对，它是一只猫。）                                                                                        
    (6)、cat（猫）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cat. （对，它是一只猫。）                                                                                       
    (7)、cat （猫）                                                                                                
             Say c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猫，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cat. （对，它是一只猫。）                                                                                       
    (8)、/ k / - cat. Cat begins with the sound / k /. Note the / k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cat. English words are made up of letters, to help us read and write. 
           （/ k / - cat。Cat以音素/ k /开头。注意单词cat最开始的辅音/ k /。英语单词由

             字母组成，可以帮助我们读和写。）

    (9)、/ k / (/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10)、cat （猫）                                                                                                
             Say c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猫，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cat. (对，它是一只猫。)                                                                                        
    (11)、/ k /, / k /, / k /; （/ k /，/ k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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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复习：Lesson 3，课文每周之星。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9. Game: Run and match  (游戏：跑然后匹配)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apple （苹果）                                                                                              
             Say apple. （读苹果。）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æ / （/ æ /）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æ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n apple. （它是一个苹果。）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ll （球）                                                                                                
             Say ball.（说球。）                                                                                           
             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 b / (/ b /)                                                                                              
             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b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ll. （对，它是一个球。）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t （猫）                                                                                                 
             Say cat. （说猫。）                                                                                           
             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 k / （/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cat. (对，它是一只猫。)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10. Letter palm（手掌字母）

      (1)、/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2)、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k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11. Tracea sandpaper letter.  (描绘一个沙画字母。)
      (1)、/ k / （/ k /）                                                                                              
              It says / k /.（它读/ k /。）                                                                                      
      (2)、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k/，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12. Activity: Match the letters. Colour them the same colours. Say a, b, c.  
      (活动：匹配字母。 给它们涂上相同的颜色。 念 a，b，c。)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3)、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4)、/ æ / （/ æ /）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æ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5)、Where's / æ /?  （/ æ /在哪里？）                                                                                    
    (6)、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draw a line to match the two letters.
             (读/ æ /，然后去前面，画一条线把两个字母连起来。)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7)、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8)、/ b / (/ b /)                                                                                              
            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b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9)、Where's / b /? (/ b /在哪里？)                                                                                     

           （读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n apple. （对，它是一个苹果。）                                                                                     
    (6)、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æ /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æ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7)、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æ /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Find / æ /. (找出/ æ /。)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æ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8)、Move this / æ / to the / æ / on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apple. 
            （把这个/ æ /移动到苹果的左上角的/ æ /。）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ll (球)                                                                                                
            It's a ball. （它是一个球。）                                                                                       
            Ball begins with / b /. （ball以音素/ b /开头。）                                                                            
            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球，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ll. （对，它是一个球。）                                                                                       
    (1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b / (/ b /)                                                                                              
               It says / b /.  (它读/ b /。)                                                                                    
               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b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1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b /  (/ b /)                                                                                               

               It says / b /.  (它读/ b /。)                                                                                     
               Find / b /. (找出/ b /。)                                                                                        
               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b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12)、Move this / b / to the / b / on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ball. 
               （把这个/ b /移动到球的左上角。）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1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t （猫）                                                                                                
               It is a cat. （它是一只猫。）                                                                                        
               Cat begins with / k /. （cat以音素/ k /开头。）                                                                             
               Say c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猫，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cat. (对，它是一只猫。)                                                                                        
    (1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 / （/ k /）                                                                                              
               / k /, / k /, / k /. Say / k /. （/ k /, / k /, / k /。读/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1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 / （/ k /）                                                                                              
               / k /, / k /, / k /. Say / k /. （/ k /, / k /, / k /。读/ k /。）                                                                   
               Find / k /. （找出/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16)、Move this / k / to the letter / k / on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cat. 
              （把这个/ k /移动到猫左上角的那个/ k /的位置。）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Good work.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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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8

一、本课摘要
复习：Jojo(优优)，Lucy(露西)，Tom(汤姆)，boy(男孩)，girl(女孩)，hello(你好)，
            goodbye(再见)，yes(对，正确，是)，no(不对，错误，不是)，letters a, 
            b, c(字母a，b，c)，apple(苹果)，ball(球)，cat(猫)，blue(蓝色)，green(绿
            色)，yellow(黄色)，red(红色)
课堂用语*：Hello everyone. (你好，同学们。) Stand up! (起立！) Sit down! (坐下！) 
                      Statues!(立定！) Well done. (干得好。) Good work .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Who's this? (这是谁？)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面具。如果小孩会读单词：复习中任何单词，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面具。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review: Jojo, Lucy, Tom, boy, girl; hello, goodbye, yes, no, letters a, b, c; 
apple, ball, cat; blue, green, yellow, and red.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

后，你将学会复习：优优，露西，汤姆，男孩，女孩；你好，再见，是，不是，字

母 a, b, c；苹果，球，猫；蓝色，绿色，黄色，红色。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复习：Lesson 7，课文练习 9，Game: Run and match  (游戏：跑然后匹配)
    (2)、复习：Lesson 2，课文练习 3，Game: What colour?  （游戏： 什么颜色？）

2. Listen and point. （听然后指。）
    (1)、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2)、boy （男孩）                                                                                                
             Yes, he's one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3)、Say bo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男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s one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4)、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5)、Tom （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He's one boy. （他是一个男孩。）                                                                                      
    (6)、Tom （汤姆）                                                                                                
            Hello, Tom. （你好，汤姆。）                                                                                        
            Say "Hello Tom.”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你好，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7)、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8)、boy （男孩）                                                                                                
            Yes, he's one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9)、Say bo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男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s one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10)、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11)、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He's one boy. （他是一个男孩。）                                                                                      
    (12)、Jojo （优优）                                                                                               
              Hello, Jojo. （你好，优优。）                                                                                       
              Say "Hello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你好，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10)、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draw a line to match the two letters.
                (读/ b /，然后去前面，画一条线把两个字母连起来。)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11)、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12)、/ k / (/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b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13)、Where's / k /?  (/ k /在哪里？)                                                                                       
    (14)、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draw a line to match the two letters. 
               (读/ k /，然后去前面，画一条线把两个字母连起来。)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15)、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16)、/ æ / (/ æ /)                                                                                              
               Colour / æ / red. (把/ æ /涂成红色。)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colour the two sounds / æ / red. 
               （读/ æ /，然后去前面，把两个元音/ æ /都涂成红色。）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温馨提示：
               a、由于小孩年幼，小孩只是用手指在屏幕上做动作，老师或家长根据小

               孩动作操作鼠标。（1）、选择颜色：当小孩指向色盘中红色时，老师或家

               长需要将鼠标同步移动到色盘红色区，并点击【鼠标左键】以选择红色；

               （2）、涂色：首先根据小孩手指的移动将鼠标移动到涂色起点，按下

               【鼠标左键】开始涂色，随后根据小孩手指移动鼠标涂色（注意：移动鼠

               标过程中一直按住【鼠标左键】，且每次尽量按照字母笔迹移动。），最

               后释放【鼠标左键】完成涂色。

               b、本活动目的为了帮助小孩熟悉字母形状。不必强求精确。

    (17)、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18)、/ b / （/ b /）                                                                                              
              Colour / b / blue. （把/ b /涂成蓝色。）                                                                                 
              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colour the two sounds / b / blue. 

            （读/ b /，然后去前面，把两个音素/ b /都涂成蓝色。）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19)、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20)、/ k / （/ k /）                                                                                              
              Colour / k / green. （把/ k /涂成绿色。）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colour the two sounds / k / green. 
            （读/ k /，然后去前面，把两个音素/ k /都涂成绿色。）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13.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c、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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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8)、Lucy （露西）                                                                                               
            It's a mask of Lucy. （这是一个露西面具。）                                                                                
            Now begin making masks of Lucy. （现在开始制做露西面具。）                                                                    
    (9)、Colour the masks of Lucy. （给露西面具上色。）                                                                          
    (10)、Cut out the masks, along the dotted lines. （沿着虚线把面具剪下来。）                                                         
    (11)、Make holes, where indicated, for the string. （在指定位置打孔，用来穿线。）                                                       
    (12)、Thread the string through the holes.  （用线穿孔。）                                                              
    (1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4)、Tom （汤姆）                                                                                                
              It's a mask of Tom. （这是一个汤姆面具。）                                                                                 
              Now begin making masks of Tom. （现在开始制做汤姆面具。）                                                                     
    (15)、Colour the masks of Tom. （给汤姆面具上色。）                                                                           
    (16)、Cut out the masks, along the dotted lines. （沿着虚线把面具剪下来。）                                                         
    (17)、Make holes, where indicated, for the string. （在指定位置打孔，用来穿线。）                                                       
    (18)、Thread the string through the holes. （用线穿孔。）                                                               
5. Game: Wear the masks, listen and do.（戴上面具，听然后做。）

    (0)、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Jojo （优优）                                                                                                
             Sit down, Jojo. （坐下，优优。）                                                                                    
             Say Jojo and sit down, Jojo. （说优优，和坐下，优优。）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1)、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Lucy （露西）                                                                                                
             Sit down, Lucy. （坐下，露西。）                                                                                     
             Say Lucy and sit down, Lucy. （说露西，和坐下，露西。）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2)、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Tom （汤姆）                                                                                                
             Sit down, Tom. （坐下，汤姆。）                                                                                     
             Say Tom and sit down, Tom. （说汤姆，和坐下，汤姆。）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3)、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Lucy （露西）                                                                                               
             Stand up, Lucy. （起立，露西。）                                                                                    
             Say Lucy and stand up, Lucy. （说露西，和起立，露西。）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4)、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Tom （汤姆）                                                                                                
             Stand up, Tom. （起立，汤姆。）                                                                                     
             Say Tom and stand up, Tom. （说汤姆，和起立，汤姆。）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5)、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Jojo （优优）                                                                                                
             Stand up, Jojo.  （起立，优优。）                                                                                   
             Say Jojo and stand up, Jojo. （说优优，和起立，优优。）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6)、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Tom （汤姆）                                                                                                 
             Goodbye, Tom. （再见，汤姆。）                                                                                      
             Say Tom and goodbye, Tom. （说汤姆，和再见，汤姆。）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7)、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Lucy （露西）                                                                                                
             Goodbye, Lucy. （再见，露西。）                                                                                     
             Say Lucy and goodbye, Lucy. （说露西，和再见，露西。）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8)、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Jojo （优优）                                                                                                
             Goodbye, Jojo. （再见，优优。）                                                                                      
             Say Jojo and goodbye, Jojo. （说优优，和再见，优优。）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6.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13)、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14)、girl （女孩）                                                                                               
              Yes, she's one girl. （对，她是一个女孩。）                                                                                    
    (15)、Say gir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女孩，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she's one girl.  （对，她是一个女孩。）                                                                                    
    (16)、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17)、Lucy （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Yes, she's one girl. （对，她是一个女孩。）                                                                                     
    (18)、Lucy （露西）                                                                                               
              Hello, Lucy. （你好，露西。）                                                                                       
              Say "Hello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你好，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19)、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20)、Lucy （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Yes, she's one girl.  （对，她是一个女孩。）                                                                                    
    (21)、Lucy （露西）                                                                                               
              Goodbye, Lucy. (再见，露西。)                                                                                      
              Say "Goodbye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再见，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22)、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23)、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Yes, he's one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24)、Jojo （优优）                                                                                               

              Goodbye, Jojo. （再见，优优。）                                                                                      
              Say "Goodbye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再见，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25)、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26)、Tom (汤姆)                                                                                                
              Say Tom. （说汤姆。）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Yes, he's one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27)、Tom  (汤姆)                                                                                                
              Goodbye, Tom.  （再见，汤姆。）                                                                                     
              Say "Goodbye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再见，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3. Look and trace.（看然后描线。）

    (1)、Look at the three picture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They are the three stages of 
             making the masks. （看页底的三幅图片。它们是制作面具的三个步骤。）

    (2)、First, colour the picture with a crayon. （第一，用蜡笔给图片上色。）                                                           
    (3)、Second, cut out the picture with scissors. （第二，用剪刀把图片剪下来。）                                                         
    (4)、Third, put in the string. （第三，穿上绳子。）                                                            
    (5)、Draw lines, from left to right, to join the picture, starting at the dots.  
           （从圆点开始，从左向右画线，把图片连接起来。）                        
           温馨提示：本活动目的：(a)、强化制作一个东西过程；(b)、培养从左到右的

           阅读、书写习惯；(c)、小肌肉群的运动功能训练。

4. Make the masks. (Template 1) （用模板 1 制作面具。）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Jojo （优优）                                                                                                
            It's a mask of Jojo. （这是个优优面具。）                                                                                
            Now begin making masks of Jojo. （现在开始制作优优面具。）                                                                    
    (3)、Colour the masks of Jojo. （给优优面具上色。）                                                                          
             温馨提示：本活动目的为了对小肌肉群进行运动功能训练以及激发小孩对色彩兴趣。

    (4)、Cut out the masks, along the dotted lines. （沿着虚线把面具剪下来。）                                                        
    (5)、Make holes, where indicated, for the string. （在指定位置打孔，用来穿线。）                                                       
    (6)、Thread the string through the holes. （用线穿孔。）                                                               
             表演：老师或家长如果有条件可以跟小孩一起实际制作一个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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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ct the story.  (根据故事做动作)  

    复习：Lesson 3，课文练习 4，Listen and act. （听然后表演。）

8. Musical words. （音乐词汇。）
    Game 1:

    (0)、Lucy （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Yes, she's a girl. （对，她是女孩。）                                                                                       
    (1)、Tom （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Yes, he's a boy. (对，他是男孩。)                                                                                         
    (2)、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Yes, he's a boy. (对，他是男孩。)                                                                                        
    Game 2:

    (0)、Hello, Lucy. （你好，露西。）                                                                                       
             Say "Hello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你好，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1)、Hello, Tom. （你好，汤姆。）                                                                                        
             Say "Hello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你好，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2)、Hello, Jojo. （你好，优优。）                                                                                        
             Say "Hello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你好，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Game 3:

    (0)、Goodbye, Lucy. （再见，露西。）                                                                                     
            Say "Goodbye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再见，露西”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1)、Goodbye, Tom. （再见，汤姆。）                                                                                      
                Say "Goodbye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再见，汤姆”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Goodbye, Jojo. （再见，优优。）                                                                                     
                Say "Goodbye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再见，优优”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Game 4:

       (0)、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boy （男孩）                                                                                                 
                Say bo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男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s a boy. （对，他是男孩。）                                                                                         
       (1)、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girl （女孩）                                                                                                
                Say gir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女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s a girl. (对，她是女孩。)                                                                                       
       (2)、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one boy （一个男孩）                                                                                            
                Say one bo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个男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s one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3)、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one girl （一个女孩）                                                                                            
                Say one gir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个女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s one girl. （对，她是一个女孩。）

Unit 2 School （第二单元 学校）

Lesson 1

一、单元目标：第二单元结束，小孩将能够：
• 认识并会念这六个教室里的物品：桌子，椅子，书，铅笔，蜡笔，书包

• 理解并能叙述一个简单的故事：这是一把椅子。

• 欣赏一首有关学校的歌并通过小鼓和沙铃进行音乐伴奏。

• 认识小写字母d, e 和f以及与之对应的音标/d/, /e/, /f/。
• 认识三个以/d/, /e/, /f/ 为首音标的单词：小狗，鸡蛋，手指。

• 认识数字2和3并能点数到3
• 完成难度不断升级的书写前的练习

• 运用视觉区分技巧去理解“不同”这个概念

• 通过填色和描摹来开发小肌肉运动技能

• 领会制作书的顺序

• 制作一本小书并利用它谈论教室

• 理解附加的课堂用语并能理解如下课堂问题1. 这是什么？2. 它是什么颜色？有多

少？

二、本课摘要
新词汇：pencil (铅笔) ， crayon(蜡笔)， bag (书包) 
复习词汇：Hello (你好)， goodbye(再见)， red (红色的)， yellow(黄色的)， green     
                    (绿色的) ，blue （蓝色的）

课堂用语：Show me a crayon. (给我看看彩笔。)  Who has a (pencil)? 
                  【谁有一支(铅笔)? 】
三、奖品

一套蜡笔。如果小孩会读单词：pencil、crayon、bag，就可以奖励小孩一套蜡笔。

四、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use the following new words: pencil, crayon, and bag. Review: hello, goodbye, 
red, yellow, green, blue.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后，你将学会如下新

单词：铅笔，蜡笔，书包。复习：你好，再见，红色，黄色，绿色，蓝色。

五、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 Lesson 1, 五。

六、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2，练习 4，Song: Colour song  （歌曲：颜色歌）

2. Listen and repeat （听和跟读）
    (1)、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2)、pencil （铅笔）                                                                                              
             Say pencil. （说铅笔。）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3)、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4)、crayon （蜡笔）                                                                                             
             Say crayon. （说蜡笔。）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5)、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6)、bag （书包）                                                                                                
             Say bag.（说书包。）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一个书包。）                                                                                          
    (8)、bag （书包）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一个书包。)                                                                                           
    (10)、pencil （铅笔）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12)、crayon （蜡笔）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14)、bag （书包）                                                                                                
    (15)、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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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绕小兔子画条线或画一个圈。）                                        
               Good work. （干得漂亮。）                                                                                          
      (4)、There are also Lucy, Tom, and Jojo in the picture. 
             （图片中还有露西，汤姆和优优。）                                                      
      (5)、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6)、Lucy （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7)、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around Lucy's head. 
             （沿着露西的头周围的虚线描画。）                                                     
               Good work. （干得漂亮。）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9)、crayon （蜡笔）                                                                                             
               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10)、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11)、Tom （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12)、Draw a line. （画线。）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around Tom's head. 
               （沿着汤姆的头周围的虚线描画。）                                                      
                 Good work. （干得漂亮。）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1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4)、bag （书包）                                                                                                

                 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一个书包。）                                                                                          
      (15)、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16)、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17)、Draw a line. （画线。）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around Jojo's head. 
               （沿着优优的头周围的虚线描画。）                                                    
                 Good work. （干得漂亮。）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1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9)、pencil （铅笔）                                                                                             
                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20)、Who has a pencil?  (谁有一支铅笔？)                                                                                   
      (21)、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22)、Who has a crayon? （谁有蜡笔？）                                                                                  
      (23)、Lucy （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24)、Who has a bag? （谁有书包？）                                                                                      
      (25)、Tom （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一个书包。)                                                                                          
    (16)、pencil （铅笔）                                                                                             
    (17)、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18)、crayon （蜡笔）                                                                                             
    (19)、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3. Chant: Pencil, pencil, pencil  （朗诵：铅笔，铅笔，铅笔）
    (1)、Chant: Pencil, pencil, pencil （朗诵：铅笔，铅笔，铅笔）

             Pencil, pencil, pencil. (铅笔，铅笔，铅笔。)  表演：高举铅笔

             Crayon, crayon, crayon. (蜡笔，蜡笔，蜡笔。)  表演：高举蜡笔

             Bag, bag, bag.（书包，书包，书包。） 表演：高举书包

             Bag, bag, bag.（书包，书包，书包。） 表演：高举书包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Pencil, pencil, pencil. (铅笔，铅笔，铅笔。)  表演：高举铅笔

             Crayon, crayon, crayon. (蜡笔，蜡笔，蜡笔。)  表演：高举蜡笔

             Bag, bag, bag.（书包，书包，书包。） 表演：高举书包

             Bag, bag, bag.（书包，书包，书包。） 表演：高举书包

    (3)、bag (书包)                                                                                                  
    (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g. (是的，它是一个书包。)                                                                                          
    (5)、pencil （铅笔）                                                                                             
    (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7)、crayon （蜡笔）                                                                                              
    (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9)、bag （书包）                                                                                                
    (10)、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一个书包。)                                                                                          
    (11)、pencil （铅笔）                                                                                              
    (12)、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13)、crayon （蜡笔）                                                                                             
    (14)、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4. Game: Look and match （游戏：看一看，找一找）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pencil （铅笔）                                                                                             
              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rayon （蜡笔）                                                                                             
             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g （书包）                                                                                                
              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一个书包。）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Look and colour. （看并上色。）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There is a baby rabbit hiding between Tom  
             and Lucy. （看屏幕上的图片。有一只小兔子藏在汤姆和露西中间。）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出图片。）                                                        
             Good work. （干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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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Show me your crayon. （给我看看你的蜡笔。）                                                                                
                 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27)、Where's the crayon? （蜡笔在哪儿？）                                                                                     
                 Colour the picture of the crayon! （给蜡笔的图片上色。）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28)、Show me your bag. （给我看看你的书包。）                                                                                  
                 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一个书包。）                                                                                          
      (29)、Where's the bag? （书包在哪儿？）                                                                                       
                 Colour the picture of the bag! （给书包的图片上色。）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一个书包。）                                                                                          
      (30)、Show me your pencil. （给我看看你的铅笔。）                                                                                
                 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pencil.（对，它是一支铅笔。）                                                                                      
      (31)、Where's the pencil? （铅笔在哪儿？）                                                                                    
                 Colour the picture of the pencil! （给铅笔的图片上色。）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Good work.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Run （游戏：跑）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pencil （铅笔）                                                                                             
             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rayon （蜡笔）                                                                                             
             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g （书包）                                                                                                
             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一个书包。）                                                                                          
9. Game：Pass the cards（游戏：传递卡片）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pencil （铅笔）                                                                                             
             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rayon （蜡笔）                                                                                             
             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g （书包）                                                                                                 
             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一个书包。)                                                                                          
10. Trace and say pencil，crayon，bag. （描摹和说铅笔、蜡笔、书包。）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3)、Trace the picture. （描摹图片。）                                                                                 
               Trace the picture of pencil. （描摹铅笔的图片。）                                                                        

                 Good work. （干得漂亮。）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5)、Trace the picture. （描摹图片。）                                                                                  
                 Trace the picture of crayon. （描摹铅笔的图片。）                                                                       
                 Good work. （干得漂亮。）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一个书包。）                                                                                           
        (7)、Trace the picture. （描摹图片。）                                                                                  
                 Trace the picture of bag. （描摹书包的图片。）                                                                           
                 Good work. （干得漂亮。）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一个书包。)                                                                                           
11.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

      本课关键词： pencil; crayon; bag。

Lesson 2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table (桌子)，chair (椅子)，book (书)；
复习：pencil (铅笔)， crayon(蜡笔)， bag (书包)
课堂用语 * ：Hello everyone . (你好，同学们。) Stand up! (起立！) Sit down! (坐下！)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Statues! (立定！)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Trace the line. (描线。)  Stand still!（站好！） 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What Colour is the (table)?

                      【(桌子)是什么颜色？】 Is it a (chair)?【它是(椅子)吗？】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故事书。如果小孩会读单词：table、chair、book，就可以奖励小孩一本故事书。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following new words: table, chair, and book. Review: pencil, crayon, 
bag.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后，你将学会如下新单词：桌子，椅

子，书。并复习：铅笔、蜡笔和书包。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2，课文，练习 3，Chant: Pencil, pencil, pencil 
             （朗诵：铅笔，铅笔，铅笔） 
2. Listen and repeat （听然后跟读）
    (1)、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2)、table （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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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table. （说桌子。）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一张桌子。)                                                                                      
      (3)、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4)、chair （椅子）                                                                                              
              Say chair. （说椅子。）                                                                                         
              Yes, it is a chair. （对，它是一把椅子。）                                                                                     
      (5)、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6)、book （书）                                                                                               
              Say book. （说书。）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一本书。）                                                                                      
      (8)、book （书）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一本书。）                                                                                       
      (10)、table （桌子）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一张桌子。）                                                                                     
      (12)、chair （椅子）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chair. （对，它是一把椅子。）                                                                                     
      (14)、book （书）                                                                                                
      (15)、Say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一本书。）                                                                                       
      (16)、table （桌子）                                                                                               
      (17)、Say tab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桌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一张桌子。）                                                                                     
      (18)、chair （椅子）                                                                                              
      (19)、Say chai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椅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hair. （对，它是一把椅子。）                                                                                     
3. Game: Listen and Run （游戏： 听后跑）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table （桌子）                                                                                              
             Say tab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桌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一张桌子。）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hair （椅子）                                                                                              
             Say chai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椅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hair. (对，它是一把椅子。)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ook （书）                                                                                               
             Say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ook.（对，它是一本书。）                                                                                       
4. Song: Classroom song  （歌曲：教室歌）
    (1)、It's song time!（现在是唱歌时间！）                                                                                     
            Pencil and crayon (铅笔和蜡笔) 显示铅笔和蜡笔图片   
            表演：拿出铅笔与蜡笔。当唱到铅笔时举起铅笔。

             And bag, bag, bag. (和书包，书包，书包)，显示书包图片   
            表演：拿出书包并举起。

            This is my chair.（这是我的椅子。）显示椅子图片  表演：指向椅子。

            My chair, chair, chair.（我的椅子，椅子，椅子。）显示椅子图片   
            表演：指向椅子。

            repeat x1 (重复一遍)
            Pencil and crayon (铅笔和蜡笔) 显示铅笔和蜡笔图片 
            And bag, bag, bag. (和书包，书包，书包。)显示书包图片

            This is my book.（这是我的书。）显示书的图片

            表演：拿出一本书并举起。

            My book, book, book.（我的书，书，书，）显示书的图片

            表演：拿出一本书并举起。

             repeat x1 (重复一遍)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Match and stick.   (找到后粘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There are yellow table, red chair and blue book.       
            Do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看屏幕上的图片。有黄色的桌子，红色的椅子和蓝色的书。做下面的活动。）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table （桌子）                                                                                               
             Say tab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桌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一张桌子。）                                                                                      
    (4)、What colour is the table? （这张桌子什么颜色？）                                                                          
    (5)、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黄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yellow table. （对，它是一张黄色的桌子。）                                                                               
    (6)、Point to the table. （指图片。）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a table. （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一张桌子。）                                                                                       
            Well done. (干得好。)                                                                                          
    (7)、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Go to the front, then draw a line from the left table to the right table by following   
             the short pathways. 
             (去前面，沿着下列路径从左边的桌子到右边的桌子画一条线。)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一张桌子。)                                                                                      
             Well done. （干得好。）                                                                                          
    (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9)、chair （椅子）                                                                                              
             Say chai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椅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hair. (对，它是一把椅子。)                                                                                     
    (10)、What colour is the chair? （这把椅子是什么颜色的？）                                                                          
    (11)、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红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red chair. (对，它是一把红色的椅子。)                                                                                   
    (12)、Point to the chair. （指向椅子。）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a chair. （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hair. (对，它是一把椅子。)                                                                                      
              Well done. （干得好。）                                                                                         
    (13)、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Go to the front, then draw a line from the left chair to the right chair by  
              following the short pathways. 
              (去前面，沿着下列路径从左边的桌子到右边的桌子画一条线。)  
               Yes, it is a chair. （对，它是一把椅子。）                                                                                     
               Well done. (干得好)                                                                                         
    (1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5)、book (书)                                                                                               
               Say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一本书。)                                                                                      
    (16)、What colour is the book? （这本书是什么颜色的？）                                                                          
    (17)、blue （蓝色的）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蓝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lue book.（对，它是一本蓝色的书。）                                                                                   
    (18)、Point to the book. （指向书。）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a book. （去前面，然后指向书。）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一本书。）                                                                                      
               Well done. （干得好。）                                                                                         
    (19)、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Go to the front, then draw a line from left book to right book by following the 
              short pathways.
              (去前面，沿着下列路径从左边的书到右边的书画一条线。)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一本书。)                                                                                      
               Well done. （干得好。）                                                                                         
    (21)、book （书）                                                                                               
               Is it a book? （它是一本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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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一本书。）                                                                                      
    (22)、table （书）                                                                                              
               Is it a table? （它是桌子吗？）                                                                                     
               Say tab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桌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一张桌子。）                                                                                      
    (23)、chair （椅子）                                                                                               
              Is it a chair? （它是椅子吗？）                                                                                      
              Say chai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椅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hair. （对，它是一张椅子。）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Clapping game  (游戏：鼓掌游戏 )

    (0)、table （桌子）                                                                                              
             Say table. （说桌子。）                                                                                         
             What colour is the table? （桌子是什么颜色的？）                                                                          
             yellow （黄色的）                                                                                             
             Say table, yellow tab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桌子，黄色的桌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一张桌子。）                                                                                      
    (1)、chair （椅子）                                                                                              
             Say chair. （说椅子。）                                                                                         
             What colour is the chair? （椅子是什么颜色的？）                                                                           
             red （红色的）                                                                                                
             Say chair, red chai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椅子，红色的椅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hair. （对，它是一把椅子。）                                                                                      
    (2)、book （书）                                                                                                
            Say book. （说书。）                                                                                           

            What colour is the booke? （书是什么颜色的？）                                                                           
            blue （蓝色的）                                                                                               
            Say book, blue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蓝色的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一本书。）                                                                                      
9. Game：Memory  （游戏：回忆）
    (0)、pencil （铅笔）                                                                                             
             Where's the pencil? (铅笔在哪儿？)                                                                                      
             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1)、crayon （蜡笔）                                                                                              
             Where's the crayon? （蜡笔在哪儿？）                                                                                    
             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2)、bag （书包）                                                                                                 
            Where's the bag? （书包在哪儿？）                                                                                       
             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一个书包。)                                                                                          
    (3)、book （书）                                                                                               
            Where's the book? （书在哪儿？）                                                                                   
            Say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一本书。)                                                                                       
10. Activity. Colour or circle the picture that is the same. Say table, chair, book. 

    （活动：给相同图片涂色或画圈。朗读：桌子，椅子，书）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table （桌子）                                                                                               
              Say tab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桌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一张桌子。）                                                                                      

      (5)、chair （椅子）                                                                                               
               Is it a table? （它是一张桌子吗？）                                                                                     
               No. （不是。）                                                                                                
               Say no. （说不是。）                                                                                            
               No, it is a chair. （不，它是一把椅子。）                                                                                      
      (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hair （椅子）                                                                                                
               Say chai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椅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hair. （是的，它是一把椅子。）                                                                                     
      (7)、table （桌子）                                                                                              
               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matching picture of table.  
            （绕着相应的桌子的图片画一个圈。）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一张桌子。）                                                                                     
              Good work. （干得漂亮。）                                                                                         
      (8)、table （桌子）                                                                                              
               Colour the picture of table  yellow. （把桌子的图片涂成黄色。）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一张桌子。）                                                                                     
                Good work. （干得漂亮。）                                                                                          
      (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0)、chair （椅子）                                                                                              
                Say chai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椅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hair. （对，它是一把椅子。）                                                                                      
      (11)、book （书）                                                                                               
                Is it a chair? （它是一把椅子吗？）                                                                                      
                No. （不是。）                                                                                                
                Say no. （说不是。）                                                                                            
                No, it is a book. （不是，它是一本书。）                                                                                      
      (1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ook （书）                                                                                               
                Say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一本书。)                                                                                       
      (13)、chair （椅子）                                                                                              
                 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matching picture of chair. 

              （绕着相应的椅子的图片画一个圈。）                                                
                 Yes, it is a chair. (对，它是一把椅子。)                                                                                      
                 Good work. （干得漂亮。）                                                                                          
      (14)、chair （椅子）                                                                                              
                Colour picture of chair  red. （把椅子的图片涂成红色。）                                                                    
                Yes, it is a chair. (对，它是一把椅子。)                                                                                      
                 Good work. （干得漂亮。）                                                                                          
      (1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6)、book （书）                                                                                               
                 Say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一本书。)                                                                                       
      (17)、table （桌子）                                                                                              
                 Is it a book? （它是书吗？）                                                                                      
                 No. （不是）                                                                                                
                 Say no. （说不是。）                                                                                             
                 No, it is a table. (不，它是一张桌子。)                                                                                     
      (1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table （桌子）                                                                                              
                 Say tab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桌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一张桌子。)                                                                                     
      (19)、book （书）                                                                                                
                 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matching picture of book. 
               （绕着相应的书的图片画一个圈。）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一本书。)                                                                                      
                 Good work. （干得漂亮。）                                                                                         
      (20)、book （书）                                                                                               
                Colour picture of book  blue. （把书的图片涂成蓝色。）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一本书。）                                                                                       
                Good work. （干得漂亮。）                                                                                          
11.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色、

      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table、

      chair、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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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3

一、本课摘要
复习：yes (是)， no(不是)， pencil (铅笔)，crayon(蜡笔)，bag (书包)，
            table (桌子)， chair（椅子），book （书）。

课堂用语 * ：This is a (table).  【这是一张（桌子）。】

                        Hello everyone. (你好，同学们。) Stand up! (起立！) 
                        Sit down! (坐下！)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Statues! (立定！)     
                        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  Yes. （是。） 
                        There he is. （他在那。） Point to (table). 【指向（桌子）。】 
                        Point to (Tom). 【指向（汤姆）。】 
                        It's story time. （现在是讲故事时间。）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小孩自己提要求。如果小孩会读单词：pencil， crayon， bag， table， chair， 
book、yes、no，就可以满足小孩提出的要求。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review: yes, no, pencil, crayon, bag, table, chair, and book.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

的：本课结束，你将复习：是， 不是，铅笔、蜡笔，书包，桌子，椅子和书。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2，课文练习4，Song: Classroom song （歌曲：教室歌）

2. Listen and point （听然后识）

    (1)、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绕小兔子画条线或画一个圈。）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Good work. （干得漂亮。）                                                                                         
    (3)、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4)、Lucy （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5)、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6)、Tom （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7)、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8)、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9)、Jojo （优优）                                                                                               
    (10)、Where's Jojo? （优优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Jojo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出图片中的优优。）                                                
               Yes. There it is! (对。它在那儿！)                                                                                        
    (11)、Lucy （露西）                                                                                               
    (12)、Where's Lucy? （露西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Lucy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出图片中的露西。）                                                 

               Yes. There she is! （对。她在那儿！）                                                                                      
    (13)、Tom （汤姆）                                                                                                
    (14)、Where's Tom? （汤姆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om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在图片中指出汤姆。）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1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6)、pencil （铅笔）                                                                                              
              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is is a pencil. (对。这是一支铅笔。)                                                                                    
    (1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8)、crayon （蜡笔）                                                                                              
               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is is a crayon. (对。这是一支蜡笔。)                                                                                     
    (1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0)、bag （书包）                                                                                                
              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is is a bag. (对。这是一个书包。)                                                                                      
    (2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2)、table （桌子）                                                                                              
               Say tab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桌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able. (对。这是一个桌子。)                                                                                      
    (2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4)、chair （椅子）                                                                                               
              Say chai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椅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is is a chair. (对。这是一个椅子。)                                                                                     
    (2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6)、book (书)                                                                                               

               Say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is is a book. (对。这是一本书。)                                                                                     
3. Story: This is a table. （故事： 这是一张桌子。）
    (1)、It's story time.（现在是故事时间。）                                                                                    
    (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correct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正确的图片。）                                                
            1.
            TEACHER: Hello Jojo. （老师：你好，优优。）  表演：打招呼

            JOJO: Hello boys and girls. （优优：你们好，男孩们和女孩们。） 表演：打招呼

            TEACHER: Sit down please. （老师：请坐下。）  表演：坐下

            2.
            TEACHER: No, Jojo. This is a table. （老师：不对，优优。 这是一张桌子。） 
            表演：优优坐在桌子上。

            3.
           TEACHER: This is a chair. Sit down, please. （老师：这是一把椅子。请坐下。）      
            表演：优优坐在椅子上。

            LUCY: Oh Jojo! （露西：哦，优优。）    表演：竖大拇指对优优给予表扬。

            4.
            TEACHER: That's right, Jojo! （老师：对了，优优！）  表演：竖大拇指对优优  
            给予表扬。

4. Listen and act. （听然后表演。）
    1.
    TEACHER: Hello Jojo. （老师：你好，优优。）  表演：打招呼

    JOJO: Hello boys and girls. （优优：你们好，男孩们和女孩们。） 表演：打招呼

    TEACHER: Sit down please. （老师：请坐下。）  表演：坐下

    2.
    TEACHER: No, Jojo. This is a table. （老师：不是，优优。 这是一张桌子。）

    表演：优优坐在桌子上。

    3.
    TEACHER: This is a chair. Sit down, please. （老师：这是一把椅子。请坐下。）    
    表演：优优坐在椅子上。

    LUCY: Oh Jojo! （露西：哦，优优。）        表演：竖大拇指表扬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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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EACHER: That's right, Jojo! （老师：对了，优优！）  
    表演：竖大拇指表扬优优。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Find and match.  (找到并匹配。)

    (1)、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绕小兔子画条线或画一个圈。）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Good work. （干得漂亮。）                                                                                          
    (3)、pencil （铅笔）                                                                                             
            Where's the pencil? （铅笔在哪儿？）                                                                                    
    (4)、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is is a pencil. (对。这是一支铅笔。)                                                                                  
    (5)、crayon （蜡笔）                                                                                             
             Where's the crayon? (蜡笔在哪儿？)                                                                                    
    (6)、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is is a crayon. (对。这是一支蜡笔。)                                                                                     
    (7)、bag (书包)                                                                                                
            Where's the bag? (书包在哪儿？)                                                                                      
    (8)、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is is a bag. (对。这是一个书包。)                                                                                       
    (9)、table （桌子）                                                                                              
            Where's the table? (桌子在哪儿？)                                                                                  
    (10)、Say tab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桌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一个桌子。)                                                                                      
    (11)、chair （椅子）                                                                                               
               Where's the chair? （椅子在哪儿？）                                                                                 
    (12)、Say chai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椅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is is a chair. (对。这是一个椅子。)                                                                                      
    (13)、book （书）                                                                                               
               Where's the book?  （书在哪儿？）                                                                                 
    (14)、Say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is is a book. (对。这是一本书。)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复习：Unit 1，Lesson 3，课文每周之星。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9. Game: Pass the cards  (游戏：传卡片 )

    (0)、pencil （铅笔）                                                                                             
             Say pencil. （说铅笔。）                                                                                        
             What colour is the pencil? （铅笔是什么颜色的？）                                                                         
             yellow （黄色的）                                                                                             
             Say pencil, yellow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黄色的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yellow pencil. (对。它是一支黄色的铅笔。)                                                                               
    (1)、crayon （蜡笔）                                                                                              
            Say crayon. （说蜡笔。）                                                                                        
            What colour is the crayon? （蜡笔是什么颜色的？）                                                                         
            green （绿色的）                                                                                              
            Say crayon, green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绿色的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green crayon. (对。它是一支绿色的蜡笔。)                                                                               
    (2)、book （书）                                                                                                
            Say book. （说书。）                                                                                          

            What colour is the book? （书是什么颜色的？）                                                                           
            blue （蓝色的）                                                                                               
            Say book, blue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蓝色的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lue book. (对。它是一本蓝色的书。)                                                                                    
    (3)、bag （书包）                                                                                                
            Say bag. （说书包。）                                                                                           
            What colour is the bag? （书包是什么颜色的？）                                                                            
            red （红色的）                                                                                                
            Say bag, red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红色的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red bag. (对。它是一个红色的书包。)                                                                                    
10. Game：Blindfold Jojo  （游戏：蒙住优优眼睛）
      (0)、pencil (铅笔)                                                                                              
               Where's the pencil? (铅笔在哪儿？)                                                                                     
               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1)、crayon （蜡笔）                                                                                             
               Where's the crayon? （蜡笔在哪儿？）                                                                                     
               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2)、bag （书包）                                                                                                
              Where's the bag? (书包在哪儿？)                                                                                       
              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一个书包。)                                                                                          
      (3)、book （书）                                                                                               
               Where's the book? （书在哪儿？）                                                                                  
               Say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一本书。）                                                                                      

11. Activity. Help Jojo find the chair. Sit down, Jojo! 

   （活动：帮助优优找到椅子。坐下，优优！）
    (0)、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1)、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2)、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chair （椅子）                                                                                              
             Say chai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椅子，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chair. （对，它是一把椅子。）                                                                                      
    (5)、Draw a diagonal line, starting with the dot and moving up and down. 
          （画一条斜线，从圆点开始上下移动。）                                
            Good work. （干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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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4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number 2 (数字 2)，number 3 (数字 3)
复习：boy (男孩)，girl (女孩)，pencil (铅笔)，crayon (蜡笔)，book (书)，
            bag(书包)，number 1 (数字 1)
课堂用语*：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What number is it?(它是数字几？ ) 
                      Two boys. (两个男孩。) How many (pencils)? 【多少(铅笔)？】 
                      Is it 2? (它是 2 吗？) Pass the ball. (传球。) 
                      Point to the (books). 【指向(一些书)。】 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小孩自己提要求。如果小孩会读单词：two、three，就可以满足小孩的要求。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following new words: number 2, number 3 and review: boy, girl; 
pencil, crayon, book, bag, number 1.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后，你将

学会如下新单词：数字 2，3并复习：男孩、女孩、铅笔、蜡笔、书、书包以及数

字 1。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2，课文，练习 4，Song: Classroom song （歌曲：教室歌）

2. Listen and repeat （听然后跟读）
   (1)、one （1）                                                                                                
   (2)、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3)、one boy （一个男孩）                                                                                            

   (4)、Say bo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男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s one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5)、one girl （一个女孩）                                                                                           
   (6)、Say gir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女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s one girl. （对，她是一个女孩。）                                                                                     
   (7)、one pencil （一支铅笔）                                                                                         
   (8)、Say one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支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one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9)、one crayon （一支蜡笔）                                                                                         
   (10)、Say one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支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one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11)、one bag （一个书包）                                                                                            
   (12)、Say one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个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one bag. （对，它是一个书包。）                                                                                      
   (13)、one book （一本书）                                                                                           
   (14)、Say one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本书，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one book. （对，它是一本书。）                                                                                     
   (15)、one table （一张桌子）                                                                                           
   (16)、Say one tab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张桌子，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one table. （对，它是一张桌子。）                                                                                    
   (17)、one chair （一把椅子）                                                                                           
   (18)、Say one chai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把椅子，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one chair. (对，它是一把椅子。)                                                                                     
   (19)、two （2）                                                                                                
              Number two. Move your finger to trace the number two. 
            （数字2。移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2。）                                              
              It's number two. （它是数字2。）                                                                                   
   (20)、two （2）                                                                                                
             Draw number two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2。）                                                                        
             It's number two.  （它是数字2。）                                                                                  
   (21)、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wo with your finger. 
           （说2，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22)、two （2）                                                                                                
   (23)、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24)、Count two boys. One, two.  （数两个男孩。1，2。）                                                                         
   (25)、Count two boys. One, two. （数两个男孩。1，2。）                                                                          
              two boys （两个男孩）                                                                                           
              Yes, they are two boys. （对，他们是两个男孩。）                                                                                 
   (2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图片。）                                                        
              two boys  （两个男孩）                                                                                            
              Yes, they are two boys.  （对，他们是两个男孩。）                                                                                 
   (27)、Count two girls. One. Two. （数两个女孩。1。2。）                                                                         
   (28)、Count two girls. One, two.  （数两个女孩。1，2。）                                                                          
              two girls （两个女孩）                                                                                          
              Yes, they are two girls. （对，她们是两个女孩。）                                                                                
   (2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wo girls. （对，她们是两个女孩。）                                                                                
   (30)、Count two pencils. One. Two. （数两支铅笔。1。2。）                                                                       
   (31)、Count two pencils. One, two.  （数两支铅笔。1，2。）                                                                      
              Yes, they are two pencils. （对，它们是两支铅笔。）                                                                              
   (3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wo pencils. （对，他们是两支铅笔。）                                                                               
   (33)、Count two crayons. One. Two. （数两支蜡笔。1。2。）                                                                       

   (34)、Count two crayons. One, two. （数两支蜡笔。1，2。）                                                                       
              Yes, they are two crayons. （对，它们是两支蜡笔。）                                                                              
   (35)、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wo crayons. （对，它们是两支蜡笔。）                                                                                
   (36)、Count two bags. One, Two.  (数两个书包。1，2。)                                                                           
   (37)、Count two bags. One, two.  (数两个书包。1，2。)                                                                          
              Yes, they are two bags. (对，它们是两个书包。)                                                                                 
   (3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wo bags.  (对，它们是两个书包。)                                                                                 
   (39)、three (3)                                                                                               
              Number three. Move your finger to trace the number three. 
            （数字3。移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40)、three (3)                                                                                                
             Draw number three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41)、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hree with your finger. 
           （说3，然后去前面，用手指描摹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42)、three （3）                                                                                              
   (43)、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44)、Count three boys. One, two, three.  （数3个男孩。1，2，3。）                                                                
   (45)、Count three boys. One, two, three.  （数3个男孩。1，2，3。）                                                                
              Yes, they are three boys. (对，他们是3个男孩。)                                                                                
   (4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boys. (对，他们是3个男孩。)                                                                               
   (47)、Count three girls. One, two, three. （数3个女孩。1，2，3。）                                                                
   (48)、Count three girls. One, two, three. （数3个女孩。1，2，3。）                                                                
              Yes, they are three girls. （对，她们是3个女孩。）                                                                              
   (4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girls. （对，她们是3个女孩。）                                                                              
   (50)、Count three tables. One, two, three. （数3张桌子。1，2，3。）                                                               



第三部分  教案与学案 第二单元  学校三人行英语机器人 深圳市浩锐科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129128

   (51)、Count three girls. One, two, three. （数3个女孩。1，2，3。）                                                                
              Yes, they are three tables. (对，它们是3张桌子。)                                                                             
   (5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tables.  (对，它们是3张桌子。)                                                                              
   (53)、Count three chairs. One, two, three.  （数3把椅子。1，2，3。）                                                              
   (54)、Count three chairs. One, two, three.  （数3把椅子。1，2，3。）                                                              
              Yes, they are three chairs. （对，它们是3把椅子。）                                                                             
   (55)、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chairs. （对，它们是3把椅子。）                                                                              
   (56)、Count three books. One, two, three. （数3本书。1，2，3。）                                                                
   (57)、Count three books. One, two, three. （数3本书。1，2，3。）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对，它们是3本书。）                                                                               
   (5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对，它们是3本书。）                                                                              
   (59)、Two, two, two. （2，2，2。）  表演：高举两只铅笔

              Two boys, two boys, one, two. （两个男孩，两个男孩，1，2。)  
              表演：伸出1个手指、2个手指

              Two girls, two girls, one, two.（两个女孩，两个女孩，1，2。)  
              表演：伸出1个手指、2个手指

              Three, three, three. （3，3，3。）  表演：高举三只铅笔

              Three boys, three boys, one, two, three. （三个男孩，三个男孩，1，2，3。)  
              表演：伸出1个手指、2个手指、3个手指

              Three girls, three girls, one, two, three.（三个女孩，三个女孩，1，2，3。)             
              表演：伸出1个手指、2个手指、3个手指

   (61)、two pencils （2支铅笔）                                                                                        
   (6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they are two pencils. （对，它们是2支铅笔。）                                                                              
   (63)、two crayons （2支蜡笔）                                                                                        
   (6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they are two crayons. （对，它们是2支蜡笔。）                                                                              
   (65)、two bags （两个书包）                                                                                           
   (6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they are two bags. (对，它们是2个书包。)                                                                                  
   (68)、three tables （3张桌子）                                                                                       

   (6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tables. （对，它们是3张桌子。）                                                                             
   (70)、three chairs （3把椅子）                                                                                       
   (7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chairs. （对，它们是3把椅子。）                                                                             
   (72)、three books （3本书）                                                                                        
   (7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对，它们是3本书。）                                                                              
3. Chant: Two and three  （朗诵：2 和 3）
    (1)、Chant: Two and three （朗诵：2 和 3）
             One, one, one and. (1，1，1)  表演：1 手势

             Two, two, two. (2，2，2)  表演：2 手势

             Two, two, two. (2，2，2)  表演：2 手势

             Two, two, two. (2，2，2)  表演：2 手势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One and two and (1，2)  表演：1、2 手势

             Three, three, three. (3，3，3)  表演：3 手势

             Three, three, three. (3，3，3)  表演：3 手势

             Three, three, three. (3，3，3)  表演：3 手势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3)、one (1)                                                                                                
    (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5)、two （2）                                                                                                 
    (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7)、three （3）                                                                                              
    (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9)、one （1）                                                                                                
    (10)、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11)、two （2）                                                                                                

    (12)、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13)、three （3）                                                                                              
    (14)、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4. Help Jojo. Is it 2?  （帮助优优。它是 2 吗?）

    (2)、What number is it, Jojo? （这是数字几，优优？）                                                                           
    (3)、two （2）                                                                                                
             Is it 2? （它是2吗？）                                                                                           
    (4)、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5)、Is it 2? （它是2吗？）                                                                                           
    (6)、No, it's number one. （不，它是数字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7)、What number is it, Jojo? （这是数字几，优优？）                                                                            
    (8)、three （3）                                                                                              
             Is it 3? （它是3吗？）                                                                                           
    (9)、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0)、Is it 3? （它是3吗？）                                                                                           
    (11)、No, it's number two. (不，它是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12)、What number is it, Jojo?  （这是数字几，优优？）                                                                          
    (13)、one （1）                                                                                                

               Is it 1? （它是1吗？）                                                                                            
    (14)、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15)、Is it 1? （它是1吗？）                                                                                            
    (16)、No, it's number three. （不，它是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8)、How many pencils? （多少铅笔？）                                                                                  
              Count one pencil. One. （数1支铅笔。1。）                                                                              
    (19)、one pencil （1支铅笔）                                                                                         
              Say one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支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one pencil. （对，它是1支铅笔。）                                                                                  
    (20)、How many bags? （多少书包？）                                                                                     
              Count two bags. One. Two. （数2个书包。1。2。）                                                                          
   (21)、two bags （两个书包）                                                                                           
              Say two ba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个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wo bags. （对，它们是两个书包。）                                                                                 
   (22)、How many books? （多少书？）                                                                                    
              Count three books. One, two, three.  （数3本书。1，2，3。）                                                               
   (23)、three books （3本书）                                                                                        
              Say three boo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本书，然后              
              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对，它们是3本书。）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numbers and objects.  (描写数字与实物。)

    (1)、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wo with your finger. 
          （说2，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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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2)、Point to number two. （指向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3)、Count two bags. One, Two. （数2个书包。1，2。）                                                                          
             Yes, they are two bags. （对，它们是两个书包。）                                                                                 
    (4)、Say two ba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两个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two bags （两个书包）                                                                                           
            They are two bags. （它们是两个书包。）                                                                                 
    (5)、How many bags? （多少书包？）                                                                                     
    (6)、two （2）                                                                                                
            Say two ba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两个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two bags （2个书包）                                                                                           
           They are two bags. （它们是两个书包。）                                                                                  
    (7)、Trace the two bags, following the dotted lines.  
          （沿着虚线描画这两个书包。）                                                   
            Yes, they are two bags. （对，它们是两个书包。）                                                                                 
    (8)、two （2）                                                                                                 
            Draw number two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它是数字2。）                                                                                    
    (9)、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hree with your finger. 
         （说3，然后去前面，用手指描画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它是数字3。）                                                                                 
    (10)、Point to number three. （指向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1)、Count three books. One, two, three. （数3本书。1，2，3。）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对，它们是3本书。）                                                                              
    (12)、Say three boo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本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对，它们是3本书。）                                                                              
   (13)、How many books? （多少书？）                                                                                    
   (14)、three （3）                                                                                               
             Say three boo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本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对，它们是3本书。)                                                                              
   (15)、Trace the three books, following the dotted lines. 
            （沿着虚线，描画这3本书。）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对，它们是3本书。）                                                                              
   (16)、three （3）                                                                                              
              Draw number three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Pass the ball （游戏：传球）
    (0)、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one （1）                                                                                                
             It's number one. （它是数字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two （2）                                                                                                
             It's number two. （它是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它是数字2。）                                                                                   
    (2)、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three （3）                                                                                              
             It's number three. （它是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9. Game: Number run （游戏：数字跑酷）
    (0)、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one （1）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1)、two （2）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2)、three （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0. Activity: Draw a line from each number to the right picture. Count and say. 

    （活动：从每个数字向右边的图片画线。数然后说。）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2)、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number on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3)、How many tables? （多少桌子？）                                                                                   
               one table （1张桌子）                                                                                          
               Say one tab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张桌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one table. （对，它是1张桌子。）                                                                                     
      (4)、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Starting at the dot, draw a straight line to match the number one 
               to the picture of one table. 
            （从圆点开始画一条直线匹配数字1和1张桌子的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Yes, it's one table. （对，它是1张桌子。）                                                                                    
      (5)、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number two. 
            （说2，然后去前面指向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6)、How many bags? （多少书包？）                                                                                      
              two bags （2个书包）                                                                                           
              Say two ba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个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wo bags. （对，它们是2个书包。）                                                                                  
      (7)、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Starting at the dot, draw a straight line to match the number two 
              to the picture of two bags. 
           （从圆点开始画一条直线匹配数字2和2个书包的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Yes, they are two bags. (对，它们是2个书包。)                                                                                   
      (8)、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number thre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向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9)、How many books? （多少书？）                                                                                    
              three books （3本书）                                                                                        
              Say three boo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本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对，它们是3本书。）                                                                              
      (10)、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Starting at the dot, draw a straight line to match the number three 
                 to the picture of three books. 
               （从圆点开始画一条直线匹配数字3和3本书的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对，它们是3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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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d / (辅音/ d /)，dog(狗)
复习：/ æ / ，/  b /，/ k /，apple(苹果)，ball(球)，cat(猫)
课堂用语*： Stand up! (起立！) Silence! (安静！)  Sit down! (坐下！) Be a (dog). 
                       (一只狗。) Point to d. Say / d /.  (指向 d，念 / d /。)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Dog begins with / d /. (狗的单词以 / d / 开头。)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一个玩具狗。如果小孩会读单词：dog，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玩具狗。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letter sound / d / and new word: dog also review: / æ /, / b /，/ k /,  apple, 
ball, cat.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辅音 / d / 以及新单词：

狗，同时还将复习：/ æ / ,  / b /,  / k /  以及苹果，球和猫。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看屏幕上的图片。）                                                                  
            / æ / （/ æ /）                                                                                              
            apple （苹果）                                                                                              
            / b / (/ b /)                                                                                                
            ball (球)                                                                                               
            / k / （/ k /）                                                                                              
            cat （猫）                                                                                                
            / d / （/ d /）                                                                                              
            dog （狗）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7，课文练习 4，Song: a, b, c （歌曲：a，b，c）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边听，边跟着歌词唱。） 
            歌词参见： Unit 1，Lesson,7，课文练习 4，Song: a, b, c （歌曲：a，b，c）                                                   
   (4)、Game: Look and act – be a dog （游戏：看然后表演 – 做一只小狗） 
            参见：Lesson 5，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d /                                                                                               
            It says / d /.      （它读/ d /。）                                                                                
    (2)、/ d /,/ d /,/ d /. Says / d /  （/ d /，/ d /，/ d /。读/ d /。）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3)、/ d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4)、Say / d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d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5)、dog    （狗）                                                                                             
            Say dog.    （朗读：狗。）                                                                                          
            Yes, It's a dog.    （对，它是一条狗。）                                                                                     
    (6)、dog           （狗）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s a dog.    （对，它是一条狗。）                                                                                       
    (7)、dog       （狗）                                                                                          
            Say do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朗读：狗，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dog.     （对，它是一条狗。）                                                                                    
    (8)、/ d / - dog. Dog begins with the sound / d /. Note the / d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dog.    
            （/ d / -dog。dog以辅音/ d / 开头。注意单词dog最开头的音素/ d / 。）
    (9)、/ d /                                                                                               
            Say / d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朗读：狗，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d /.                      （对，它是一条狗。）                                                                 
    (10)、dog         （狗）                                                                                         
            Say do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朗读：狗，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 dog.    （对，它是一条狗。）                                                                                      
    (11)、/ d /, / d /, / d /; 
              dog, dog, dog ;  （狗，狗，狗）  
              / d /, / d /, / d / ; 
              dog, dog, dog    （狗，狗，狗）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d /                                                                                               
            It says / d /.    （它读/ d /。）                                                                                   
    (2)、Say / d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d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4. Game: Look and act – be a dog （游戏：看然后做 -- 一只小狗）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æ /                                                                                               
            Say / æ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æ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b /                                                                                               
            Say / b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b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d /                                                                                               
            / d /,/ d /,/ d /. Says / d /   （/ d /，/ d /，/ d /。读/ d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dog               （狗）                                                                                  
            Say dog.           （朗读：狗）                                                                                 
            And pretend to be dog and bark.   （假扮狗，学狗叫。）                                                                  
            Stand up!           （起立）                                                                                
            Silence             （安静）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letter d. Help letter d find the dog.  

    (描写字母 d。帮助字母 d 找到狗的单词。)

    (1)、/ d /                                                                                               
            It says / d /.    （它读/ d /。）                                                                                  
    (2)、/ d /                                                                                               
            It says / d /.     （它读/ d /。）                                                                                  
            Say / d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d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3)、/ d /                                                                                               
            Point to / d /        （指向/ d /。）                                                                              
            Say / d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d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dog       （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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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do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朗读：狗，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6)、Help the letter d find the dog by following the path.   
          （帮助字母 d沿着道路找到狗。）                                            
            / d /                                                                                               
            dog      （狗）                                                                                           
            Good work.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d /                                                                                               
            It says / d /.   （它读/ d /。）                                                                                    
    (2)、Say / d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d /，然后去前面，用你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画字母。）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9. Game：Act the letters （字母活动）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apple                （苹果）                                                                             
              Say apple.            （朗读：苹果）                                                                           
              Mine eating an apple   （表演吃苹果。）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b /                                                                                               
              It says / b /.           （它读/ b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ll                     （球）                                                                           
              Say ball.                 （朗读：球。）                                                                          

              Mime bouncing a ball.       （表演拍球。）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t （猫）                                                                                                
              Say cat. （说猫。）                                                                                           
              Mime hands up like cat's paws. (表演像猫爪一样举手。)                                                                      
              It says / k /. （它读/ k /。）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d / （/ d /）                                                                                               
             / d /, / d /, / d /. Say / d /. （/ d /，/ d /，/ d /。读/ d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dog （狗）                                                                                                
             Say dog. （说狗。）                                                                                           
             And pretend to be dog and bark. （假扮狗，学狗叫。）                                                                     
             Stand up!          （起立。）                                                                                      
             Silence            （安静狗。）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10. Activity: Trace and say d ⋯ dog.  (活动：描绘并朗读： d ⋯ 狗。)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3)、A circle shape.         （圆。）                                                                            
              A downward line.   （一条垂直线。）                                                                                 
              Trace the downward line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moving your 
              finger downward.  
              用你的手指瞄垂直线，从起点开始向下移动你的手指。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5)、/ d /                                                                                               
              Say / d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d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6)、/ d /                                                                                               
              It says / d /.          （它读/ d /。）                                                                            
              Say / d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d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8)、dog              （狗）                                                                                   
              Say do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狗，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dog.  （对，它是一条狗。）                                                                                       

     (9)、/ d / - dog. Dog begins with the sound / d /. Note the / d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dog. （ dog 以辅标 / d / 开头）。注意单词dog最开始的辅音/ d /。
11. Review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d、

      dog。  (/ d /，狗。)

Lesson 6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e / (元音/ e /)，egg(蛋)
复习：/ æ /，/ b /，/ k /，/ d /，apple(苹果)，ball(球)，cat(猫)，dog(狗)
课堂用语*： Point to e. Say / e /. (指向 e。念 / e /。)  Colour the eggs with / e /. 
                       (给带有 / e / 的蛋涂色。)  Egg begin with ⋯ .（egg以⋯⋯开头。) 
                       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What begins with / e /? （什么单词以 / e / 开头？)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一个玩具小鸡。如果小孩会读单词：egg，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玩具小鸡。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letter sound / e / and a new word: egg also review: / æ /, / b /，/ k /,  / d /,  
apple, ball, cat, dog.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元音 / e / 以
及新单词：蛋，同时还将复习：/ æ /,  / b /,  / k /, / d /   以及苹果、球、猫和狗。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屏幕上的图片。)                                                                   
            / æ / （/ æ /）                                                                                               
           apple （苹果）                                                                                              
            / b / （/ b /）                                                                                              
           ball （球）                                                                                               
           / k / （/ k /）                                                                                              
           cat （猫）                                                                                                
            / d / （/ d /）                                                                                              
           dog （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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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7，
            课文练习 4，Song: a, b, c （歌曲：a，b，c）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边听，边跟着歌词唱。）  
            歌词参见： Unit 1，Lesson,7，课文练习 4，Song: a, b, c （歌曲：a，b，c）                                                   
   (4)、Game: Look and act – be a dog （游戏：看然后表演 – 做一只小狗） 
            参见：Lesson 5，课文练习 4。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e / （/ e /）                                                                                              
           It says / e /. （它读/ e /。）                                                                                     
   (2)、/ e /, / e /, / e /. Say / e /. （/ e /，/ e /，/ e /。读/ e /。）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3)、/ e / （/ e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4)、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e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e /.（对，它读/ e /。）                                                                                      
   (5)、egg （蛋）                                                                                                
           Say egg. （说蛋。）                                                                                            
           Yes, it's an egg. （对，它是一个蛋。）                                                                                        
   (6)、egg（蛋）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s an egg. （对，它是一个蛋。）                                                                                        
   (7)、egg （蛋）                                                                                                
            Say eg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n egg. （对，它是一个蛋。）                                                                                       
   (8)、/ e / - egg. Egg begins with the sound / e /. 
           Note the / e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egg. 
         （/ e / - egg。egg以元音/ e /开头。注意单词egg最开头的音素/ e /。）    
   (9)、/ e / (/ e /)                                                                                                
           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e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10)、egg （蛋）                                                                                                
              Say eg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n egg. （对，它是一个蛋。）                                                                                        
   (11)、/ e /, / e /, / e / ; （/ e /, / e /, / e /；）
             egg, egg, egg ; （蛋，蛋，蛋；）

             / e /, / e /, / e / ; （/ e /, / e /, / e /；）
            egg, egg, egg （蛋，蛋，蛋）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e / (/ e /)                                                                                                
            It says / e /. （它读/ e /。）                                                                                    
    (2)、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e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4. Game: Run and match （游戏：跑然后匹配）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d / （/ d /）                                                                                              
             Say / d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d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d /.（对，它读/ d/。）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dog （狗）                                                                                                
             Say do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狗，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dog. （对，它是一只狗。）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e / （/ e /）                                                                                              
             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e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egg （蛋）                                                                                                

             Say eg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n egg. (对，它是一个蛋。)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letter e. Colour the egg with e.  (描写字母 e。 给带有字母 e 的蛋涂色。)

    (1)、/ e / （/ e /）                                                                                               
            It says / e /. （它读/ e /。）                                                                                     
    (2)、/ e / （/ e /）                                                                                              
            It says / e /. （它读/ e /。）                                                                                     
            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e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3)、/ e / （/ e /）                                                                                              
            Point to / e /. （指向/ e /。）                                                                                      
            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e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4)、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5)、egg （蛋）                                                                                                
             Say eg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n egg. (对，它是一个蛋。)                                                                                        
    (6)、Egg begins with⋯ （egg以⋯⋯开头）                                                                                   
    (7)、/ e / （/ e /）                                                                                              
            Point to / e /. （指向/ e /。）                                                                                     
            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e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8)、Only colour the eggs that contain the letter e. （只给含有字母e的蛋涂色。）                                                    
            egg （蛋）                                                                                                
            It's an egg. （它是一个蛋。）                                                                                       
            Good work.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e / （/ e /）                                                                                              
            It says / e /. （它读/ e /。）                                                                                     
    (2)、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e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9. Game: Pass the cards （游戏：传卡片）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æ /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apple （苹果）                                                                                              
            Say apple. （说苹果。）                                                                                         
            Mime eating an apple. （表演吃苹果。）                                                                                
            Yes, it says / æ /. （是的，它读/ æ /。）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b / （/ b /）                                                                                              
             It says / b /. （它读/ b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ll （球）                                                                                               
             Say ball. （说球。）                                                                                          
             Mime bouncing a ball. （表演拍球。）                                                                               
             Yes, it says / b /. （是的，它读/ b /。）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t  (猫)                                                                                                 
            Say cat. （说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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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me hands up like cat's paws. （表演像猫爪一样举手。）                                                                     
            It says / k /.（它读/ k /。）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d / （/ d /）                                                                                              
            / d /, / d /, / d /. Say / d /. （/ d /，/ d /，/ d /。读/ d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dog （狗）                                                                                                
           Say dog. （说狗。）                                                                                            
           And pretend to be dog and bark. （假扮狗，学狗叫。）                                                                    
           It says / d /. （它读/ d /。）                                                                                     
    (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e / （/ e /）                                                                                              
            / e /, / e /, / e /. Say / e /. (/ e /，/ e /，/ e /。读/ e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egg （蛋）                                                                                                
            Say egg. （说蛋。）                                                                                            
            Show very pleasantly surprised. （露出非常惊喜的表情。）                                                                    
            Egg begins with⋯ （egg以⋯⋯开头）                                                                                   
            / e / （/ e /）                                                                                              
            / e /, / e /, / e /. Say / e /. （/ e /，/ e /，/ e /。读/ e /。）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10. Activity: Help the birds find their eggs. Trace and colour.  

      (活动：帮助小鸟找到它们的蛋。描绘然后涂色。)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4)、/ e / （/ e /）                                                                                              
              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e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5)、/ e / （/ e /）                                                                                              
              It says / e /. （它读/ e /。）                                                                                        
              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e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7)、egg （蛋）                                                                                                 
              Egg begins with / e /. （egg以元音/ e /开头。）                                                                              
              Say eg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n egg. （对，它是一个蛋。）                                                                                       
      (8)、Egg begins with⋯  （egg以⋯⋯开头。）                                                                                 
      (9)、/ e / （/ e /）                                                                                              
              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e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10)、/ e / - egg. Egg begins with the sound / e /. 
                Note the / e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egg. 
             （/ e / - egg。egg以元音/ e /开头。注意单词egg最开头的音素/ e /。）   
      (11)、The birds are flying back to their eggs. （鸟儿正在飞回到它们的蛋那儿了。）                                                           
                 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Draw lines to connect the birds to their eggs. （画线连接鸟儿和它们的蛋。）                                                     
                 Yes, it's an egg. (对，它是一个蛋。)                                                                                         
11.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e、egg。

Lesson 7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f / (辅音/ f /)，finger(手指)
复习：/ æ /，/ b /，/ k /，/ d /，/ e /，apple(苹果)，ball(球)，cat(猫)，dog(狗)，egg(蛋)
课堂用语*： Point to f. Say / f /. (指向 f。念 / f /。)  Finger begins with / f /.  (finger以  
                       / f / 开头。)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Look and stick. (看
                      然后贴。)   What is different?  (有什么不同？)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手套。如果小孩会读单词：finger，就可以奖励小孩一双手套。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letter sound / f / and a new word: finger also review: / æ /,  / b /,  / k / ,  / d /,  / 
e /,  apple, ball, cat, dog, egg.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后，你将学会辅音 
/ f / 以及新单词：手指，同时还将复习：/ æ / ,  / b /,  / k /  ,  / d /,  / e / 以及苹果，球，

猫，狗，蛋。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6，课文练习 4，Game: Run and match （游戏：跑然后匹配）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f / （/ f /）                                                                                              
            It says / f /. （它读/ f /。）                                                                                     
    (2)、/ f /, / f /, / f /. Say / f /. （/ f /，/ f /，/ f /。读/ f /。）                                                                   
            Yes, it says / f /. （对，它读/ f /。）                                                                                     
    (3)、/ f / （/ f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f /.（对，它读/ f /。）                                                                                      
    (4)、Say / f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f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f /.（对，它读/ f /。）                                                                                      
    (5)、finger （手指）                                                                                             
             Say finger. （说手指。）                                                                                        
             Yes, it is a finger. (对，它是一个手指。)                                                                                      
    (6)、finger（手指）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finger. (对，它是一个手指。)                                                                                      
    (7)、finger （手指）                                                                                             
            Say fin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手指，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finger. (对，它是一个手指。)                                                                                    
    (8)、/ f / - finger. Finger begins with the sound / f /. 
            Note the / f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finger.
            (/ f / - finger。finger以辅音/ f /开头。注意单词finger最开头的音素/ f /。) 
    (9)、/ f / （/ f /）                                                                                              
            Say / f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f /，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says / f /. (对，它读/ f /。)                                                                                      
    (10)、finger （手指）                                                                                              
              Say fin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手指，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finger. (对，它是一个手指。)                                                                                     
    (11)、/ f /, / f /, / f /;  （/ f /, / f /, / f /；）
              finger, finger, finger; （手指，手指，手指；）

              / f /, / f /, / f /;  （/ f /, / f /, / f /；）
              finger, finger, finger. （手指，手指，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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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f / （/ f /）                                                                                              
            It says / f /. （它读/ f /。）                                                                                     
    (2)、Say / f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f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f /. (对，它读/ f /。)    
4. Song: Dog, dog, dog  （歌曲：狗，狗，狗）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屏幕上的图片。)                                                                 
           / d / （/ d /）                                                                                              
           dog  （狗）                                                                                               
           / e / （/ e /）                                                                                              
           egg （蛋）                                                                                                
           / f / （/ f /）                                                                                              
           finger （手指）                                                                                              
    (2)、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 d /, / d /, / d /. （/ d /, / d /, / d /。）
           Dog begins with / d /. （dog以辅音/ d /开头。）

           Dog, dog, dog. （狗，狗，狗。）

           表演：当显示狗狂叫图片时，老师或家长表演大叫动作。

           Dog begins with /d/.（dog以辅音/ d /开头。）

           / e /, / e /, / e /. （/ e /, / e /, / e /。）
           Egg begins with / e /. （egg以元音/ e /开头。）

           Egg, egg, egg. （蛋，蛋，蛋。）

           表演：当显示小鸡图片时，老师或家长表演惊喜动作。

           Egg begins with / e /.（egg以元音/ e /开头。）

           / f /, / f /, / f /. （/ f /, / f /, / f /。）
           Finger begins with / f /. （finger以辅音/ f /开头。）

           Finger, finger, finger. （手指，手指，手指。）

           表演：当显示竖大拇指图片时，老师或家长向小孩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

           Finger begins with / f /.（finger以辅音/ f /开头。）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Look, match and stick.  (看，找然后贴。)

    (1)、/ f / （/ f /）                                                                                              
            It says / f /. （它读/ f /。）                                                                                     
    (2)、/ f / （/ f /）                                                                                              
            It says / f /. （它读/ f /。）                                                                                     
            Say / f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f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f /. （对，它读/ f /。）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finger （手指）                                                                                             
            Finger begins with / f /. （finger以辅音/ f /开头。）                                                                          
            Say fin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手指，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finger. (对，它是一个手指。)                                                                                      
    (5)、Finger begins with... （finger以⋯⋯开头）                                                                               
    (6)、/ f / （/ f /）                                                                                              
            Point to / f /. （指向/ f /。）                                                                                     
            Say / f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f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f /. （对，它读/ f /。）                                                                                     
    (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8)、egg （蛋）                                                                                                
            Egg begins with / e /. （egg以元音/ e /开头。）                                                                             
            Say eg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n egg. （对，它是一个蛋。）                                                                                        
    (9)、Egg begins with...  （egg以⋯⋯开头）                                                                                 
    (10)、/ e / （/ e /）                                                                                              
              Point to / e /. （指向/ e /。）                                                                                      
              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e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1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2)、dog (狗)                                                                                                 
               Dog begins with / d /. (dog以辅音/ d /开头。)                                                                              
               Say do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狗，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dog. (对，它是一只狗。)                                                                                         
    (13)、Dog begins with... （dog以⋯⋯开头）                                                                                  
    (14)、/ d / （/ d /）                                                                                              
             Point to / d /. （指向/ d /。）                                                                                      
             Say / d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d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Good work.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复习：Unit 1，Lesson 3，课文每周之星。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9. Game: Run and match  (游戏：跑然后找到)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d / （/ d /）                                                                                              
             / d /,/ d /,/ d /. Say / d /. (/ d /,/ d /,/ d /。读/ d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dog （狗）                                                                                                 
             Say dog.（说狗。）                                                                                            
             And pretend to be dog and bark. （然后假扮狗，学狗叫。）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e / （/ e /）                                                                                               
            / e /,/ e /,/ e /. Say / e /. （/ e /，/ e /，/ e /。读/ e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egg （蛋）                                                                                                

            Say egg. （说蛋。）                                                                                           
           Show very pleasantly surprised. （露出非常惊喜的表情。）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d /。）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f / （/ f /）                                                                                              
            / f /, / f /, / f /. Say / f /. （/ f /，/ f /，/ f /。读/ f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finger （手指）                                                                                             
            Say finger. （说手指。）                                                                                        
            Mime waving fingers in the air. （表演在空中摆动手指。）                                                                     
            It says / f /. （它读/ f /。）                                                                                     
10.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f / （/ f /）                                                                                              
              It says / f /. （它读/ f /。）                                                                                     
      (2)、Say / f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f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f /. （对，它读/ f /。）   
11. Activity: Colour or circle the letter that is different. 

     (活动：给不同字母涂色或画圈。)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4)、/ d / （/ d /）                                                                                              
             Say / d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d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5)、What is different? （有什么不同？）                                                                                 
     (6)、/ e /（/ e /）                                                                                               
             / e /,/ e /,/ e /. Say / e /.  （/ e /,/ e /,/ e /。读/ e /。）                                                                    
            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letter. （绕着这个字母画个圈。）                                                                   
            Yes, it says / e /.（对，它读/ e /。）                                                                                      
     (7)、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8)、/ e /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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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e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e /.（对，它读/ e /。）                                                                                      
     (9)、What is different? （有什么不同？）                                                                                   
     (10)、/ f / （/ f /）                                                                                              
               / f /, / f /, / f /. Say / f /. （/ f /，/ f /，/ f /。读/ f /。）                                                                   
               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letter. （绕着这个字母画个圈。）                                                                    
               Yes, it says / f /. （对，它读/ f /。）                                                                                     
     (1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2)、/ f / （/ f /）                                                                                              
               Say / f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f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f /. （对，它读/ f /。）                                                                                     
     (13)、What is different? （有什么不同？）                                                                                 
     (14)、/ d / （/ d /）                                                                                              
               / d /,/ d /,/ d /. Say / d /. （/ d /，/ d /，/ d /。读/ d /。）                                                                      
              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letter. （绕着这个字母画个圈。）                                                                   

              Yes, it says / d /.（对，它读/ d /。）                                                                                      
     (15)、/ f / （/ f /）                                                                                              
               It says / f /. （它读/ f /。）                                                                                     
               Say / f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f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f /.（对，它读/ f /。）                                                                                      
     (16)、Finger begins with / f /. （finger以辅音/ f /开头。）                                                                          
               / f / - finger. Finger begins with the sound / f /. 
               Note the / f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finger. 
            （/ f / - finger。Finger以辅音/ f / 开头。注意单词finger最开头的音素/ f /。）
12.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f、finger。

Lesson 8

一、本课摘要
复习：chair(椅子)，table(桌子)，pencil(铅笔)，book(书)，bag(书包)，crayon(蜡笔)，
            yes(对，正确，是)，no(不对，错误，不是)，blue(蓝色)，green(绿色)，
            yellow(黄色)， red(红色)，one(1)，two(2)，three(3)，/ æ /，/ b /，/ k /，/ d /，
            / e /，/ f /，phonics words(读音单词)：apple (苹果)，ball(球)，cat(猫)，dog(狗)，
             egg(蛋)，finger(手指)
课堂用语*：What's this? (这是什么？)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
                      How many (pencils)?【多少（铅笔）？】 This is (Leila's) book.! 
                    【这是（利拉的）书！】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故事书。如果小孩会读单词：复习中任何单词，就可以奖励小孩一本故事书。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review: chair, table, pencil, book, bag, crayon, yes, no, blue, green, yellow, red; 
one, two, three; apple, ball, cat; dog, egg, finger.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

束，你将会复习：椅子, 桌子, 铅笔, 书, 书包, 蜡笔, 正确, 不是, 蓝色, 绿色, 黄色, 红
色; 一, 二, 三; 苹果, 球, 猫, 狗, 蛋, 手指。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屏幕上的图片。）                                                                 
            / d / （/ d /）                                                                                              
            dog （狗）                                                                                                
            / e / （/ e /）                                                                                              
            egg （蛋）                                                                                                 
            / f / （/ f /）                                                                                              
            finger （手指）                                                                                             
    (2)、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复习：Lesson 6，课文练习 4，Song: Dog, Dog, Dog （游戏：狗，狗，狗）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边听，边跟着歌词唱。） 
            歌词参见：  Lesson 6，课文练习 4，Song: Dog, Dog, Dog （游戏：狗，狗，狗）

    (4)、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复习 ：Lesson 2，
            课文练习 4，Song: Classroom song （歌曲：教室歌）

    (5)、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边听，边跟着歌词唱。）

            歌词参见： Lesson 2，课文练习 4，Song: Classroom song （歌曲：教室歌）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2)、Tom （汤姆）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3)、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4)、boy （男孩）                                                                                                
            Yes, he's a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Point to the boy. （指向那个男孩。）                                                                                  
            Say bo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男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s one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5)、Hello, Tom.（你好，汤姆。）                                                                                         
            Say "Hello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你好，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6)、Goodbye, Tom. （再见，汤姆。）                                                                                       

            Say "Goodbye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再见，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7)、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8)、Lucy （露西）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9)、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10)、girl （女孩）                                                                                               
              Yes, she's a girl. （对，她是一个女孩。）                                                                                       
              Point to the girl. （指向那个女孩。）                                                                                  
             Say gir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女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s one girl. （对，她是一个女孩。）                                                                                     
    (11)、Hello, Lucy. （你好，露西。）                                                                                       
              Say "Hello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你好，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12)、Goodbye, Lucy. （再见，露西。）                                                                                     
              Say "Goodbye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再见，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13)、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14)、Jojo （优优）                                                                                               
              Yes, it's you. It's Jojo. (对，它是你。它是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15)、Boy or girl? （男孩还是女孩？）                                                                                         
    (16)、boy （男孩）                                                                                                
              Yes, he's a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Point to the boy. (指向那个男孩。)                                                                                   
              Say bo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男孩，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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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he's one boy. （对，他是一个男孩。）                                                                                       
    (1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9)、book （书）                                                                                                
               Yes, this is a book. （对，这是一本书。）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20)、blue （蓝色的）                                                                                               
              Point to the book. （指向那本书。）                                                                                  
              Say book, blue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蓝色的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lue book. （对，它是一本蓝色的书。）                                                                                  
    (2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2)、table （桌子）                                                                                              
              Yes, this is a table. （对，这是一张桌子。）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23)、yellow （黄色的）                                                                                              
              Point to the table. （指向那张桌子。）                                                                                 
              Say table, yellow tab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桌子，黄色的桌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yellow table. （对，它是一张黄色的桌子。）                                                                               
    (2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5)、chair （椅子）                                                                                              
               Yes, this is a chair. （对，这是一把椅子。）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26)、red （红色的）                                                                                                
              Point to the chair. （指向那把椅子。）                                                                                 
              Say chair, red chai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椅子，红色的椅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red chair. （对，它是一把红色的椅子。）                                                                                  
3. Look and trace. （看然后描线。）
    (1)、First, look at the three picture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They are the three stages of making the little books. 
          （首先，看页底的三幅图片。它们是制作小人书的三个步骤。）

    (2)、First, colour the picture with a crayon. （首先，用蜡笔给图片上色。）                                                           

    (3)、Second, fold the page. （第二，把页面折叠起来。）                                                                             
    (4)、Third, show the book. （第三，展示这本书。）                                                                              
    (5)、Draw lines, from left to right, to join the picture, starting at the dots. 
          （从圆点开始从左向右画线，连接图片。）                         
4. Make the books. （制作小人书。）
    (2)、Is it a table? （它是桌子吗？）                                                                                     
    (3)、No, it's a pencil. （不，它是一支铅笔。）                                                                                      
             Is it a pencil? （它是一支铅笔吗？）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4)、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6)、pencil （铅笔）                                                                                             
             Yes, this is a pencil. （对，这是一支铅笔。）                                                                                  
             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7)、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8)、yellow （黄色的）                                                                                              
            Colour the picture of the pencil! （给铅笔的图片上色！）                                                                  
    (9)、Is it a chair? （它是椅子吗？）                                                                                     
    (10)、No. It's a crayon. （不。它是蜡笔。）                                                                                                
               Is it a crayon? （它是蜡笔吗？）                                                                                    
               crayon （蜡笔）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11)、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1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3)、crayon （蜡笔）                                                                                              
               Yes. This is a crayon. (对。这是一支蜡笔。)                                                                                     
               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一支蜡笔。）                                                                                       
    (14)、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15)、green (绿色的)                                                                                               
               Colour the picture of the crayon! （给蜡笔图片上色！）                                                                   
    (16)、Is it a book? （它是书吗？）                                                                                       
    (17)、No, it's a bag. （不，它是书包。）                                                                                                
              Is it a bag? （它是书包吗？）                                                                                       
              bag （书包）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书包。）                                                                                          
    (18)、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书包。）                                                                                          
    (1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0)、bag （书包）                                                                                                
               Yes, this is a bag. (对，这是书包。)                                                                                      
               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书包。）                                                                                          
    (21)、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22)、red (红色的)                                                                                                 
              Colour the picture of the bag! （给书包图片上色！）                                                                     
5. Show and tell.（展示然后讲述。）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one （1）                                                                                                
            one table （一张桌子）                                                                                          
            This is Leila's table. （这是利拉的桌子。）                                                                             
            How many tables? （多少桌子？）                                                                                   
            one （1）                                                                                                
            one table （一张桌子）                                                                                          
            Yes, this is Leila's table. （对，这是利拉的桌子。）                                                                              
    (4)、Yes, it's one table. （对，它是一张桌子。）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5)、yellow （黄色的）                                                                                              
             Colour picture of table yellow. （把桌子图片涂成黄色的）                                                                  
    (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7)、two （2）                                                                                                
             two bags （2个书包）                                                                                           
             These are Leila's bags. （这些是利拉的书包。）                                                                              
             How many bags? （多少书包？）                                                                                      
             two （2个）                                                                                                
             two bags （2个书包）                                                                                           
             Yes, these are Leila's bags. (对，这些是利拉的书包。)                                                                               
    (8)、two （2）                                                                                                
             two bags （2个书包）                                                                                           
             Yes, they are two bags. （对，它们是两个书包。）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9)、red （红色的）                                                                                                 
             Colour the picture of the bag! （给书包图片上色！）                                                                      
    (1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1)、three （3）                                                                                              
             three books （3本书）                                                                                        
             These are Leila's books. （这些是利拉的书。）                                                                             
             How many books? （多少书？）                                                                                    
             three (3)                                                                                               
             three books （3本书）                                                                                        
             Yes, these are Leila's books. （对，这些是利拉的书。）                                                                             
    (12)、three  (3)                                                                                              
             three books （3本书）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对，它们是3本书。）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                                                                                
   (13)、blue （蓝色）                                                                                               
             Colour the picture of book blue. （把书的图片涂成蓝色的。）                                                                    
6.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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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ame: What letter is it?  (游戏：它是什么字母？)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æ /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apple （苹果）                                                                                              
            Say apple. （说苹果。）                                                                                         
            Mime eating an apple. （表演吃苹果。）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b / （/ b /）                                                                                              
            It says / b /. （它读/ b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ll （球）                                                                                                
            Say ball. （说球。）                                                                                           
            Mime bouncing a ball. （表演拍球。）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t （猫）                                                                                                
            Say cat. （说猫。）                                                                                           
            Mime hands up like cat's paws. （表演像猫爪一样举手。）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d / （/ d /）                                                                                              
             / d /,/ d /,/ d /. Say / d /, (/ d /,/ d /,/ d /。读/ d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dog （狗）                                                                                                 
             Say dog. （说狗。）                                                                                           
             And pretend to be dog and bark. （然后假扮狗，学狗叫。）                                                                    
    (4)、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e / （/ e /）                                                                                              
            / e /,/ e /,/ e /. Say / e /. （/ e /，/ e /，/ e /。读/ e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egg （蛋）                                                                                                
            Say egg. （说蛋。）                                                                                            
            Show very pleasantly surprised. （露出非常惊喜的表情。）                                                                    
            egg （蛋）                                                                                                
            Egg begins with⋯ （egg以⋯⋯开头）                                                                                   
            / e / （/ e /）                                                                                              
            / e /,/ e /,/ e /. Say / e /. （/ e /，/ e /，/ e /。读/ e /。）                                                                     
            Yes, it says / e /.（对，它读/ e /。）                                                                                       
    (6)、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f / （/ f /）                                                                                              
            / f /, / f /, / f /. Say / f /. （/ f /，/ f /，/ f /。读/ f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finger （手指）                                                                                             
            Say finger. （说手指。）                                                                                        
            Mime waving fingers in the air. （表演手指在空中摆动。）                                                                    
            finger （手指）                                                                                             
            Finger begins with... (finger以⋯⋯开始)                                                                                
            / f / （/ f /）                                                                                              
            / f /, / f /, / f /. Say / f /. （/ f /，/ f /，/ f /。读/ f /。）                                                                   
            Yes, it says / f /. （对，它读/ f /。）                                                                                      
8. Musical words  （音乐词汇）
    Game 1: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pencil （铅笔）                                                                                             
             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铅笔。）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rayon （蜡笔）                                                                                              

              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蜡笔。)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g （书包）                                                                                                
              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书包。)                                                                                           
      Game 2: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table （桌子）                                                                                              
               Say tab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桌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桌子。)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hair （椅子）                                                                                               
               Say chai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椅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hair. (对，它是椅子。)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ook （书）                                                                                               
               Say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书。）                                                                                       
      Game 3:

      (0)、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红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1)、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绿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2)、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黄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3)、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blue （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蓝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Game 4: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dog （狗）                                                                                                
              Say dog. （说狗。）                                                                                            
              And pretend to be dog and bark. （然后假扮狗，学狗叫。）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d / （/ d /）                                                                                              
              Say / d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d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egg （蛋）                                                                                                
              Say egg. （说蛋。）                                                                                           
              Show very pleasantly surprised. （表现出非常惊喜的表情。）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e / （/ e /）                                                                                              
              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e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finger （手指）                                                                                             
              Say finger. （说手指。）                                                                                         
              Mime waving fingers in the air. （模拟表演在空中摆动手指。）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f / （/ f /）                                                                                               
              Say / f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f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f /.  (对，它读/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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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3 Snack time （第三单元   课间餐）

Lesson 1

一、单元目标：第三单元结束，小孩将能够：
• 认识并会念这六个课间食物的名称：桔子，蛋糕，果汁，三明治，香蕉，牛奶。

• 理解并能叙述一个简单的故事：他们是苹果。

• 欣赏一首有关食物的歌并通过小鼓和沙铃进行音乐伴奏。

• 认识小写字母g, h 和i以及与之对应的音标：/ g /, / h /,/ i /。
• 认识三个以/ g /, / h /,/ i /为首音标的单词：山羊，帽子，墨水。

• 认识数字4和5并能点数到5。
• 完成难度不断升级的书写前的练习。

• 运用视觉区分技巧去理解“相同”与“不同”概念。

• 通过迷宫开发顺序技能。

• 领会制作纸张食物理解秩序。

• 制作一个纸质食物。

• 理解附加的课堂用语并能理解如下课堂问题：这些是什么？他有什么？它是 a 吗？
二、本课摘要
新词汇：orange (桔子)，cake (蛋糕)，juice (果汁) 
复习词汇：pencil (铅笔)，crayon (蜡笔)，book (书)，bag (包)，table (桌子)，chair(椅子)
课堂用语：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What does     

Jojo have? (优优有什么？) Is it a (cake)? 【它是一块（蛋糕）吗？】 
Jump in the air. (跳到空中。) Point to the (cake). 【指向（蛋糕）。】 
Draw a circle. （画一个圆。） Trace the lines. （描一条线。）

三、奖品

蛋糕。如果小孩会读单词：orange, cake, juice, 就可以奖励小孩一块蛋糕。

四、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use the following new words: orange, cake, juice. Review: pencil, crayon, 
book, bag, table, chair.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后，你将学会使用如

下新单词：桔子，蛋糕，果汁。复习：铅笔，蜡笔，书，包，桌子，椅子。

五、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 Lesson 1, 五。
六、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Unit 2，Lesson 2，练习 4，Song: Classroom song （歌曲：教室歌）                                                                                              
2. Listen and repeat （听然后跟读）
    (1)、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2)、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说桔子。）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3)、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4)、cake （蛋糕）                                                                                               
             Say cake. （说蛋糕。）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5)、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6)、juice （果汁）                                                                                               
            Say juice. （说果汁。）                                                                                          
            Yes, it's juice. （对，它是果汁。）                                                                                    
    (8)、juice （果汁）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s juice. （对，它是果汁。）                                                                                     
    (10)、orange （桔子）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12)、cake （蛋糕）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14)、juice （果汁）                                                                                              
(15)、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果汁，然后去前  面，指图片。）                                          
              Yes, it's  juice. （对，它是果汁。）                                                                                    
   (16)、orange （桔子）                                                                                              
   (17)、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18)、cake （蛋糕）                                                                                               
   (19)、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3. Chant: Orange,cake,and juice,juice,juice

  （朗诵：桔子，蛋糕和果汁，果    汁，果汁）
    (1)、Chant: Orange, cake, and juice, juice, juice （朗诵：桔子，蛋糕和果汁，果 
             汁，果汁）

             Orange, cake, and (桔子，蛋糕，和)  表演：拿出桔子、蛋糕

             juice, juice, juice. (果汁，果汁，果汁)  表演：拿出果汁

             Orange, cake, and (桔子，蛋糕，和)  表演：拿出桔子、蛋糕

             juice, juice, juice. (果汁，果汁，果汁。)  表演：拿出果汁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3)、juice （果汁）                                                                                              
    (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s  juice. （对，它是果汁。）                                                                                    
    (5)、orange （桔子）                                                                                             
    (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7)、cake （蛋糕）                                                                                               
    (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9)、juice （果汁）                                                                                              
    (10)、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juice. （对，它是果汁。）                                                                                     
    (11)、orange （桔子）                                                                                             
    (12)、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13)、cake （蛋糕）                                                                                                
    (14)、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4. Game: Pass the cards （游戏：传卡片）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ke （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juice （果汁）                                                                                              
  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It's juice. （它是果汁。）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Look and say. Trace the circles.  (看后说。 画圆圈。)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There is a baby rabbit hiding between Tom                
             and Lucy. （看屏幕上的图片。一只小兔子藏在汤姆和露西中间。）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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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work. （干得漂亮。）                                                                                         
   (3)、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绕小兔子画条线或画一个圈。）                                        
            Good work. （干得漂亮。）                                                                                         
   (4)、There are also Lucy, Tom, and Jojo in the picture. 

（图片中还有露西，汤姆和优优。）                                                     
   (5)、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6)、Lucy （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7)、Draw a circle. （画一个圈。）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around Lucy's head. 

（沿着露西的头周围的虚线描画。）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Good work. （干得漂亮。）                                                                                         
   (8)、What does Lucy have? （露西有什么？）                                                                               
            juice （果汁）                                                                                              
   (9)、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the juice. （对，它是果汁。）                                                                                    
   (10)、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11)、Tom （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12)、Draw a circle. （画一个圈。）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around Tom's head. 

 （沿着汤姆的头周围的虚线描画。）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Good work. （干得漂亮。）                                                                                         
   (13)、What does Tom have? （汤姆有什么？）                                                                               

(14)、cake （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15)、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16)、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17)、Draw a circle. （画一个圈。）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around Jojo's head. 
         （沿着优优的头周围的虚线描画。）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Good work. （干得漂亮。）                                                                                         
(18)、What does Jojo have? （优优有什么？）                                                                               
(19)、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2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1)、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2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3)、cake （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2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5)、juice （果汁）                                                                                              
           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25)、Yes, it's the juice. （对，它是果汁。）                                                                                     
    (26)、Where's the orange? (桔子在哪儿？)                                                                                     
              Point to the orange. （指向桔子。）                                                                                
    (27)、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around the orang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沿着桔子周围的虚线描画。）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28)、Where's juice? （果汁在哪儿？）                                                                                      
              Point to the juice. （指向果汁。）                                                                                
    (29)、juice （果汁）                                                                                              
              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around juic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沿着果汁周围的虚线描画。）                      
              Yes, it's the juice. (对，它是果汁。)                                                                                     
    (30)、Where's the cake? (蛋糕在哪儿？)                                                                                        
              Point to the cake. (指向蛋糕。)                                                                                    
    (31)、cake （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around cak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沿着蛋糕周围的虚线描画。）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Good work. （干得漂亮。）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Run （游戏：跑）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ke （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juice （果汁）                                                                                              
               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the juice. （对，它是果汁。）                        
9. Game：Look and match （游戏：看然后匹配）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ke （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juice （果汁）                                                                                              
             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It's the juice. （它是果汁。）                                                                        
10. Trace and finish the pictures. Say cake, orange, juice. 

    （描写并完成图片。说：蛋糕，桔子，果汁。）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3)、Trace the lines. （描线。）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around orang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沿着桔子周围的虚线描画。）                       
               Good work. （干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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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5)、Trace the lines. （描线。）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around the cak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沿着蛋糕周围的虚线描画。）                        
         Good work. （干得漂亮。）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banana (香蕉)，sandwich (三明治)，milk (牛奶)；
复习：cake (蛋糕)， orange(桔子)， juice (果汁)， yes(是)， no (不是)
课堂用语 *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Is it a (sandwich)?【它是一块（三明治）吗？】 
                           Clap. (鼓掌。)  It's song time.（现在是唱歌时间。）Who's this? （这

                        是谁？）What does Jojo have? (优优有什么？) Stand still!（站好！）

                        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Find another banana. （找到另一个香蕉。) 
                        It's big. （它大。）It's little. （它小。）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吃麦当劳或比萨等。如果小孩会读单词：banana，sandwich，milk，就可以请小孩

吃麦当劳或比萨。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Lesson 2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the juice. （对，它是果汁。）                                                                                    
(7)、Trace the lines. （描线。）                                                                                    
         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around the juic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沿着果汁周围的虚线描画。）                      
         Good work. （干得漂亮。）                                                                                         
11.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orange; cake; juice.

be able to learn the following new words: banana, sandwich, milk. Review: cake, orange, 
juice, yes and no.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后，你将学会如下新单

词：香蕉，三明治，牛奶。并复习：蛋糕、桔子、牛奶、是和不是。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 开始上课 )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1，课文，练习 3，Chant: Orange, cake, and juice, juice, juice （朗

诵：桔子，蛋糕和果汁，果汁，果汁）

2. Listen and repeat （听然后跟读）
     (1)、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2)、banana （香蕉）                                                                                             

         Say banana. （说香蕉。）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3)、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4)、sandwich （三明治）                                                                                            
         Say sandwich. （说三明治。）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5)、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6)、milk （牛奶）                                                                                               
         Say milk. （说牛奶。）                                                                                           
         Yes, it's  milk. （对，它是牛奶。）                                                                                     
(8)、milk（牛奶）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s milk. （对，它是牛奶。）                                                                                      
(10)、banana (香蕉)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12)、sandwich （三明治）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14)、milk （牛奶）                                                                                                
(15)、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milk. （对，它是牛奶。）                                                                                     
(16)、banana （香蕉）                                                                                              
(17)、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18)、sandwich （三明治）                                                                                            
(19)、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3. Game: Clapping game （游戏： 鼓掌游戏）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nana （香蕉）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andwich （三明治）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对，它是三明治。）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ilk （牛奶）                                                                                               
         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milk.（对，它是牛奶。）       

4. Song: It's snack time （歌曲：现在是课间餐时间）
(1)、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It's snack time, (现在是课间餐时间，) 
         yum, yum, yum. (美味，美味，美味。)
         Lots of food for my (很多食物来喂饱我的)
         tum, tum, tum  (肚子，肚子，肚子。)

         This is a banana.（这是一根香蕉。）

         It's for you.（它是你的。）

         This is an orange.（这是一个桔子。）

         Oh, thank you.（哦，谢谢你。）

         This is a sandwich.（这是一片三明治。）

         It's for you.（它是你的。）

         This is milk.（这是牛奶。）

         Oh, thank you.（哦，谢谢你。）

         It's snack time, (现在是课间餐时间。) 
         yum, yum, yum. (美味，美味，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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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ts of food for my (很多食物来喂饱我的)
         tum, tum, tum  (肚子，肚子，肚子。)
(2)、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边听，边跟着歌词唱。）                                                     
         Song: It's snack time：歌词参见：课文 4. Song: It's snack time 
       （歌曲：现在是课间餐时间）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Match and stick.  (找到后粘贴)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                                                                               
(2)、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3)、Lucy （露西）                                                                                                
         Point to Lucy. （指向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4)、What does Lucy have? （露西有什么？）                                                                               
(5)、sandwich （三明治）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6)、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7)、Tom （汤姆）                                                                                                
         Point to Tom. （指向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8)、What does Tom have? （汤姆有什么？）                                                                                
(9)、milk （牛奶）                                                                                               
         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milk. （对，它是牛奶。）                                                                                     
(10)、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11)、Jojo （优优）                                                                                               

           Point to Jojo. （指向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12)、What does Jojo have? （优优有什么？）                                                                               
(13)、banana （香蕉）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1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5)、banana （香蕉）                                                                                             
           Point to the banana. （指向香蕉。）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1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7)、milk （牛奶）                                                                                                
           Point to the milk. （指向牛奶。）                                                                                 
           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the milk. （对，它是牛奶。）                                                                                     
(1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9)、sandwich （三明治）                                                                                           
           Point to the sandwich. （指向三明治。）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20)、banana （香蕉）                                                                                              
           Is it your milk? （它是你的牛奶吗？）                                                                                   
           No, it is a banana. （不，它是一根香蕉。）                                                                                                
(21)、Is it a banana? （它是香蕉吗？）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22)、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23)、sandwich （三明治）                                                                                           
           Is it a banana? （它是香蕉吗？）                                                                                    
           No, it is a sandwich. （不，它是三明治。）

(24)、Is it a sandwich? （它是三明治吗？）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26)、milk （牛奶）                                                                                               
           Is it a sandwich? （它是三明治吗？）                                                                                   
           No, it's milk. （不，它是牛奶。）                                                                                     
(27)、Is it your milk? （它是你的牛奶吗？）                                                                                   
           Yes, it's  milk. (对，它是牛奶。) 
(28)、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the milk. （对，它是牛奶。）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Listen and run   (游戏：听然后跑 )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andwich （三明治）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ke （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ilk （牛奶）                                                                                               
         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the milk. （对，它是牛奶。）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nana （香蕉）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9. Game：Memory  （游戏：回忆）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nana （香蕉）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andwich （三明治）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ilk （牛奶）                                                                                               
         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milk. （对，它是牛奶。）                                                                                      

10. Activity. Match the pictures. （活动：匹配图片。）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banana （香蕉）                                                                                             
         It's little. （它小。）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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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banana （香蕉）                                                                                             
         It's big. （它大。）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6)、Draw a line to connect little the banana and the big banana.
       （画条线把小香蕉和大香蕉连起来。)                                                
         banana （香蕉）                                                                                             
         It's little. （它小。）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banana（香蕉）                                                                                              
         It's big. （它大。）                                                                                           
         Yes, it is a banana. （香蕉）                                                                                    
(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8)、sandwich （三明治）                                                                                           
         It's little. （它小。）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0)、sandwich （三明治）                                                                                            
           It's big. （它大。）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11)、Draw a line to connect the little sandwich and the big sandwich. 
         （画条线把小三明治和大三明治连接起来。)                                            
           sandwich（三明治）                                                                                            
           It's little. （它小。）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sandwich （三明治）                                                                                           
           It's big. （它大。）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1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3)、milk （牛奶）                                                                                                
           It's little. （它小。）                                                                                        
(13)、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milk. （对，它是牛奶。）                                                                                     
(1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5)、milk（牛奶）                                                                                                
           It's big. （它大。）                                                                                           
           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milk. （对，它是牛奶。）                                                                                      
(16)、Draw a line to connect the little milk and the big milk. 
           (画条线把小牛奶和大牛奶连接起来。)                                                     
           milk （牛奶）                                                                                               
           It's little. (它小。)                                                                                        
           Yes, it's the milk. （对，它是牛奶。）                                                                                     
           milk （牛奶）                                                                                               
           It's big. （它大。）                                                                                          
           Yes, it's the milk. (对，它是牛奶。)          
11.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色、

       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banana、

      sandwich、milk。

Lesson 3

一、本课摘要
复习：yes (是)，no (不是)，orange(桔子)，cake(蛋糕)，juice(果汁)，banana (香蕉)， 
            milk (牛奶)， apple (苹果)，sandwich (三明治)
课堂用语 * ：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   Yes. (是。) There he is.  (他在那。)
                           Point to a (cake). 【指向一块（蛋糕）。】 It's story time.  (现在是讲故

                        事时间。)  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How many apples? (多少苹果？) 
                        Where's the (sandwich)? 【（三明治）在哪？】 Is it (juice)?【它是(果
                        汁)吗？】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Trace the lines. (描线。)      
二、奖品

牛奶、果汁等饮料。如果小孩会读单词：复习中的单词，就可以奖励小孩牛奶、果

汁等饮料。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lesson, you will  review: 
yes, no, orange, cake, juice, banana, milk, apple, sandwich.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

的：本课结束后，你将复习：是， 不是，橙汁、蛋糕，果汁，香蕉，牛奶, 苹果和

三明治。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2，课文练习4，Song: It's snack time（歌曲：现在是课间餐时间）

2. Listen and point.  （听然后识。）                    
(1)、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绕小兔子画条线或画一个圈。）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Good work. （干得漂亮。）                                                                                         
(3)、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4)、Lucy （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5)、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6)、Tom （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7)、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8)、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9)、Jojo （优优）                                                                                               
(10)、Where's Jojo?  （优优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Jojo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图片中的优优。）                                                 
           Yes. There it is! （对，它在那儿！）                                                                                        
(11)、Lucy （露西）                                                                                               
(12)、Where's Lucy? （露西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Lucy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在图片中指出露西。）                                                
           Yes, there she is! （对，她在那儿！）                                                                                      
(13)、Tom （汤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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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Where's Tom? （汤姆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om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在图片中指出汤姆。）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1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6)、orange （桔子）                                                                                              
           Point to the orange. （指向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1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8)、cake （蛋糕）                                                                                               
           Point to the cake. (指向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1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0)、banana （香蕉）                                                                                             
           Point to the banana. （指向香蕉。）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一个香蕉。）                                                                                    
(2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ilk （牛奶。）                                                                                                
(22)、Point to the milk. （指向牛奶。）                                                                                  
           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                                           
           Yes, it's  milk. （对，它是牛奶。）                                                                                      
(2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4)、sandwich （三明治）                                                                                            
           Point to the sandwich. （指向三明治。）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2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6)、juice （果汁）                                                                                               
           Point to the juice. （指向果汁。）                                                                                 
           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                                          
           Yes, it's juice. （对，它是果汁。）                                                                                    
(27)、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28)、red （红色的）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红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                                           
(29)、How many apples?  （多少苹果？）                                                                                   
(30)、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number one! (对，数字1！)                                                                                         
(31)、How many apples? （多少苹果？）                                                                                    
(32)、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33)、How many apples? （多少苹果？）                                                                                   
(34)、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35)、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36)、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绿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37)、How many apples? （多少苹果？）                                                                                   
(38)、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number one! （对，数字1！）                                                                                        
(39)、How many apples? （多少苹果？）                                                                                    
(40)、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41)、How many apples? （多少苹果？）                                                                                    
(42)、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3. Story: They're apples.  （故事： 它们是苹果。）
(1)、It's story time.（现在是故事时间。）                                                                                    
(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correct picture.
       （去前面，指向正确的图片。）            
         1.TEACHER: It's snack time. （老师：现在是课间餐时间。）

         2.JOJO: Look. Red and green. （优优：看。红和绿。） 
            Tom: Yes, Jojo. A red apple. A green apple. 
           （汤姆：是，优优。 一个红苹果。一个绿苹果。）

         3.JOJO: Red ball, green ball! （优优：红色球，绿色球！） 
            Tom: No, Jojo. They're not balls. They're apples! 
          （汤姆：不对，优优。它们不 是球。它们是苹果！） 
         4.JOJO:  I like apples. （优优：我喜欢苹果。）

            LUCY: Good boy, Jojo. （露西：好样的，优优。）

4. Listen and act.  （听然后表演。）
(1)、TEACHER: It is snack time. （老师：现在是课间餐时间。）                                                                       
(2)、Mime opening a lunch box. (模拟打开午餐盒。)                                                                           
(3)、JOJO: Look. Red and green. （优优：看。红的和绿的。）

         TOM: Yes, Jojo. A red apple. A green apple. 
       （汤姆：是的，优优。一个红苹果。一个绿苹果。）                           
(4)、Mime holding up two apples. （模拟举起两个苹果。）                                                                         
(5)、JOJO: Red ball, green ball! （优优：红球，绿球！）

         TOM: No, Jojo. They are not balls. They are apples! 
       （汤姆：不，优优。它们不是球。它们是苹果！）                  
(6)、Mime juggling. （表演变戏法。）                                                                                     
(7)、JOJO: I like apples.  （优优：我喜欢苹果。）

         LUCY: Good boy, Jojo.  （露西：好样的，优优。）                                                      
(8)、Mime eating an apple. （表演吃苹果。）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Find and match. （找然后匹配。）

(1)、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绕小兔子画条线或画一个圈。）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Good work. （干得漂亮。）                                                                                          
(3)、orange （桔子）                                                                                             
         Where's the orange? (桔子在哪儿？)                                                                                     
(4)、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一个桔子。）                                                                                   
(5)、cake （蛋糕）                                                                                               
         Where's the cake? （蛋糕在哪儿？）                                                                                      
(6)、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7)、banana （香蕉）                                                                                             
         Where's the banana? （香蕉在哪儿？）                                                                                 
(8)、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9)、milk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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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s the milk? （牛奶在哪儿？）                                                                                   
(10)、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the milk. （对，它是牛奶。）                                                                                     
(11)、sandwich （三明治）                                                                                            
           Where's the sandwich? （三明治在哪儿？）                                                                               
(12)、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13)、juice （果汁）                                                                                               
           Where's juice? （果汁在哪儿？）                                                                                      
(14)、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the juice. （对，它是果汁。）                                                                                    
(15)、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correct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正确的图片。）                                                
           TEACHER: It is snack time. （老师：现在是课间餐时间。）                                                                       
           JOJO: Look. Red and green. （优优：看。红色和绿色。）

           TOM: Yes, Jojo. A red apple. A green apple. 
         （汤姆：是的，优优。一个红苹果。一个绿苹果。）                           
           JOJO: Red ball, green ball! （优优：红球，绿球！）

           TOM: No, Jojo. They are not balls. They are apples! 
         （汤姆：不，优优。它们不是球。它们是苹果！）                  
           JOJO: I like apples.  （优优：我喜欢苹果。）

           LUCY: Good boy, Jojo.  （露西：好样的，优优。）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复习：Unit 1，Lesson 3，课文每周之星。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9. Game: Blindfold Jojo  (游戏：蒙住优优的眼睛 )

    (0)、banana （香蕉）                                                                                             
         Is it a banana? （它是香蕉吗？）                                                                                     

         yes （是的）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是的，它是香蕉。）                                                                                    
(1)、cake （蛋糕）                                                                                               
         Is it a cake? （它是蛋糕吗？）                                                                                      
         yes （是的）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2)、milk （牛奶）                                                                                               
         Is it your milk? （它是你的牛奶吗？）                                                                                   
         yes （是的）                                                                                                 
         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the milk. (对，它是牛奶。)                                                                                       
(3)、sandwich （三明治）                                                                                           
         Is it a sandwich? （它是三明治吗？）                                                                                  
         yes （是的）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是的，它是三明治。）        

10. Game：What is missing? （游戏：缺什么？）
(0)、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banana （香蕉）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1)、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cake （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2)、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juice （果汁）                                                                                               
         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the juice. (对，它是果汁。)                                                                                      
(3)、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11. Activity: Join all the foods and help Jojo find his lunch. 

   （活动：连接所有食物并帮助优优找到它的午餐。）
(0)、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1)、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2)、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apple （苹果）                                                                                              
         Say app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an apple. （对，它是苹果。）                                                                                      
(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6)、sandwich （三明治）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8)、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0)、banana （香蕉）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1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2)、milk （牛奶）                                                                                                
         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the milk. （对，它是牛奶。）                                                                                      
(1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4)、cake （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15)、Draw the lines. （画线。）                                                                                    
         Trace the lines to form the route. （描线形成路径。）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Good work. （干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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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number 4(数字 4)，number 5 (数字 5)
复习： number 1, 2, 3 (数字 1，2， 3) cake (蛋糕)，banana(香蕉)，yes(是)，no (不是)
课堂用语*：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What number is it? (它是数字几？ ) Four   
                      cakes. (四个蛋糕。) How many (pencils)? 【多少(铅笔)？】Is it 4? (它是 4  
                      吗？) Pass the ball. (传球。) Point to the (books).  【指向(一些书)。】                      
                      Colour the apples with number 4.  (给含有数字 4 的苹果涂色。)
二、奖品

香蕉。如果小孩会读单词：four、five，就可以奖励小孩香蕉。

三、目标：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following new words: number 4, number   
                    5 and review: number 1, 2, 3, cake, banana, yes and no.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 
                   本课目的：本课结束后，你将学会如下新单词：数字 4，5并复习：数字  
                    1，2， 3 ；蛋糕，香蕉，是和不是。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2，课文练习 4，Song: It's snack time （歌曲：现在是课间餐时间）

2. Listen and repeat. （听然后跟读。）
   (1)、one （1）                                                                                                
   (2)、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3)、one （1）                                                                                                 
           Draw number one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1。）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Lesson 4

(4)、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one with your finger. 
       （说1，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5)、two （2）                                                                                                
(6)、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7)、two（2）                                                                                                 
         Draw number two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8)、two（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wo with your finger. 
       （说2，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9)、three （3）                                                                                              
(10)、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1)、three  （3）                                                                                               
           Draw number three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2)、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hree with your finger. 
         （说3，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3)、four （4）                                                                                                 
           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14)、four （4）                                                                                                 

           Say four. （说4。）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15)、four（4）                                                                                                
           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16)、four （4）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17)、four （4）                                                                                               
           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18)、four（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4，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19)、four（4）                                                                                                
           Number four. Move your finger to trace the number four. 
         （数字4。移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4。）                                            
           four （4）                                                                                               
           It's number four. （它是数字4。）                                                                                  
(20)、four （4）                                                                                               
           Draw number four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4。）                                                                       
           four （4）                                                                                               
           It's number four. （它是数字4。）                                                                                   
(21)、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our with your finger. 
         （说4，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4。)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22)、Count. （数数。）                                                                                              
           Four cakes. （四块蛋糕。）                                                                                        
           one, two, three, four （1，2，3，4）                                                                              
           Yes, four cakes. （对，四块蛋糕。）                                                                                        
(23)、Count. （数数。）                                                                                               
           Four cakes. （四块蛋糕。）                                                                                        
           one, two, three, four（1，2，3，4）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four cakes. （对，四块蛋糕。）                                                                                            
(24)、five （5）                                                                                               
           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25)、five （5）                                                                                               
           Say five. （说5。）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26)、five （5）                                                                                               
           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27)、five （5）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28)、five（5）                                                                                                
           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29)、five（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30)、five （5）                                                                                               
           Number five. Move your finger to trace the number 5. 
         （数字5。移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5。）                                               
           five （5）                                                                                               
           It's number five. （它是数字5。）                                                                                   
(31)、five （5）                                                                                               
           Draw number five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5。）                                                                       
           five（5）                                                                                                
           It's number five. （它是数字5。）                                                                                  
(32)、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ive with your finger. 
           (说5，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5。)                          
           five（5）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33)、Count.（数一数。）                                                                                              
           Five bananas. （5根香蕉。）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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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five bananas. （对，5根香蕉。）                                                                                      
(34)、Count. （数一数。）                                                                                              
           Five bananas. （5根香蕉。）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2，3，4，5）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图片。）                                                        
           Yes, five bananas. （对，5根香蕉。）                                                                                      
(35)、four, four, four；（4，4，4；） 
           four cakes, four cakes；（四块蛋糕，四块蛋糕；） 
           one, two, three, four；（1，2，3，4；） 
           five, five, five；（5，5，5；） 
           five bananas, five bananas；（五根香蕉，五根香蕉；）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2，3，4，5）
3. Chant: Four and three （朗诵：4 和3）
    (1)、one （1）                                                                                                
    (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3)、two （2）                                                                                                 
    (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1。）                                                                                      
    (5)、three （3）                                                                                              
    (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7)、four （4）                                                                                               
    (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9)、five                                                                                                
    (10)、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11)、one （1）                                                                                                
    (12)、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13)、two （2）                                                                                                

    (14)、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15)、three （3）                                                                                              
    (16)、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7)、four （4）                                                                                               
    (18)、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4，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19)、five （5）                                                                                                
    (20)、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21)、Chant: Four and five （朗诵：4 和 5）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1，2，3， 4。)  
              Four, four, four. (4，4，4。)  
              Four, four, four. (4，4，4。)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five. (1，2，3， 4， 5。)  
              Five, five, five. (5，5，5。)  
              Five, five, five. (5，5，5。)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4. Help Jojo. Is it 5? （帮助优优。它是 5 吗?）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2)、four （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4，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3)、Is it five? （它是5？）                                                                                        
    (4)、No, it's number four. （不，它是数字4。）                                                                                  
            Is it four? （它是4吗？）                                                                                        

(5)、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four （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our with your finger. 
       （说4，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4。）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6)、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7)、five (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8)、Is it 3? （它是3吗？）                                                                                            
(9)、No, it's number five. (不，它是数字5。)                                                                                    
         Is it five? （它是5吗？）                                                                                        
(10)、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five （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ive with your finger. 
         （说5，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5。）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11)、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12)、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3)、Is it 2? （它是2吗？）                                                                                            
(14)、No, it's number three. （不，它是数字3。）                                                                                  
           Is it 3? （它是3吗？）                                                                                           
(15)、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hree with your finger. 
         （说3，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6)、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17)、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18)、Is it 1? （它是1吗？）                                                                                           
(19)、No, it's number two. （不，它是数字2。）                                                                                   
           Is it 2? （它是2吗？）                                                                                           
(20)、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wo with your finger. 
         （说2，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21)、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22)、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number one! （对，数字1。）                                                                                         
(23)、Is it four? （它是4吗？）                                                                                        
(24)、No, number one! （不，数字1。）                                                                                        
           Is it 1? （它是1吗？）                                                                                            
(25)、Yes, number one! （对，数字1。）                                                                                        
           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one with your finger.
         （说1，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                          
           Yes, number one! （对，数字1。）                                                                                        
(26)、one pencil (一支铅笔)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one （1）                                                                                                 
           How many pencils? （多少铅笔？）                                                                                   
(27)、one pencil （一支铅笔）                                                                                         
           Say one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支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one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28)、two bags （两个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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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one, two （1，2）                                                                                           
           How many bags? （多少书包？）                                                                                     
(29)、two bags （两个书包）                                                                                           
           Say two ba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两个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wo bags. （对，它们是两个书包。）                                                                                 
(30)、three books （三本书）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one, two, three （1，2，3）                                                                                    
           How many books? （多少书？）                                                                                     
(31)、three books （3本书）                                                                                        
           Say three boo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本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对，它们是3本书。）                                                                               
(32)、Four cakes. （4块蛋糕。）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one, two, three, four （1，2，3，4）                                                                              
           How many cakes? （多少蛋糕？）                                                                                    
(33)、Four cakes. （4块蛋糕。）                                                                                              
           Say four cak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四块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four cakes. (对，它们是四块蛋糕。)                                                                                 
(34)、Five bananas. （5根香蕉。）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2，3，4，5）                                                                         
           How many bananas? （多少香蕉？）                                                                                  
(35)、Five bananas. （5根香蕉。）                                                                                       
           Say five banana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五根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five bananas. （对，它们是五根香蕉。）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numbers.  (描写数字。)

    (1)、four （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our with your finger. 
          （说4，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4。）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2)、Point to number four. （指向数字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four. （说4，然后去前面，指向4。）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3)、Four cakes. （四块蛋糕。）                                                                                        
            Count. （数一数。）                                                                                             
            one, two, three, four （1，2，3，4）                                                                              
            Yes, they are four cakes. （对，它们是四块蛋糕。）                                                                               
    (4)、Four cakes. （四块蛋糕。）                                                                                        
            Say four cak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四块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four cakes. （对，它们是四块蛋糕。）                                                                                
    (5)、How many cakes? （多少蛋糕？）                                                                                    
    (6)、four （4）                                                                                               
            Yes, they are four cakes. （对，它们是四块蛋糕。）                                                                                
            Say four cak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四块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four cakes. （对，它们是四块蛋糕。）                                                                                
    (7)、Four cakes. （四块蛋糕。）                                                                                         
            Colour the cakes. (给蛋糕涂色。)                                                                                   
            Yes, they are four cakes. （对，它们是四块蛋糕。）                                                                                
    (8)、five （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ive with your finger. 
         （说5，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5。）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9)、Point to number five. （指向数字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five. （说5，然后去前面指向5。）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10)、Five bananas. （五根香蕉。）                                                                                       

              Count. （数一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2，3，4，5）                                                                        
              Yes, they are five bananas. (对，它们是5根香蕉。)                                                                               
    (11)、Five bananas. （5根香蕉。）                                                                                       
              Say five banana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根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five bananas. (对，它们是5根香蕉。)                                                                              
    (12)、How many bananas? （多少根香蕉？）                                                                                  
    (13)、five （5）                                                                                               
              Yes, they are five bananas. （对，它们是5根香蕉。）                                                                             
              Say five banana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根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five bananas. (对，它们是5根香蕉。)                                                                              
    (14)、Five bananas. （5根香蕉。）                                                                                      
              Colour the bananas. （给香蕉上色。）                                                                                
              Yes, they are five bananas. (对，它们是5根香蕉。)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Count your fingers （游戏：数手指）
    (0)、What number is it, Jojo? （这是数字几，优优？）                                                                            
            one （1）                                                                                                
            It's number one. （它是数字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这是数字几，优优？）                                                                            
            two （2）                                                                                                 
            It's number two. （它是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2)、What number is it, Jojo? （这是数字几，优优？）                                                                            

            three （3）                                                                                               
            It's number three. （它是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3)、What number is it, Jojo? （这是数字几，优优？）                                                                           
            four (4)                                                                                                
            It's number four. （它是数字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4，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It's number four. （它是数字4。）                                                                                  
    (4)、What number is it, Jojo? （这是数字几，优优？）                                                                           
            five (5)                                                                                                
            It's number five. （它是数字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It's number five. （它是数字5。）                                                                                  
9. Let's count together （让我们一起数）
    (0)、How many pencils? (多少铅笔？)                                                                                  
            one pencil （一支铅笔）                                                                                          
            Yes, it is one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one pencil （一支铅笔）                                                                                         
            one （1）                                                                                                
            Say one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一支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one pencil. （对，它是一支铅笔。）                                                                                  
    (1)、How many bags? （多少书包？）                                                                                      
            two bags （两个书包）                                                                                           
            Yes, they are two bags. (对，它们是两个书包。)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two bags （两个书包）                                                                                           
            one, tw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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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two ba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两个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wo bags. (对，它们是两个书包。)                                                                                     
    (2)、How many books?  (多少书？)                                                                                    
            three books （3本书）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对，它们是3本书。）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three books （3本书）                                                                                        
            one, two, three （1，2，3）                                                                                    
            Say three boo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本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对，它们是3本书。)                                                                                
    (3)、How many cakes? （多少蛋糕？）                                                                                    
            Four cakes. （四块蛋糕。）                                                                                         
            Yes, they are four cakes. （对，它们是四块蛋糕。）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Four cakes. （四块蛋糕。）                                                                                            
            one, two, three, four （1，2，3，4）                                                                              
            Say four cak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4块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four cakes. （对，它们是四块蛋糕。）                                                                                   
    (4)、How many bananas? （多少香蕉？）                                                                                   
            Five bananas. （5根香蕉。）                                                                                      
            Yes, they are five bananas. （对，它们是5根香蕉。）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Five bananas. （5根香蕉。）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2，3，4，5）                                                                        
            Say five banana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根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five bananas. （对，它们是5根香蕉。）                                                                              
10. Activity: Colour the apples with 4 red. Colour the cakes with 5 green. 

  （活动：把含有4的苹果涂成红色。把含有5的蛋糕涂成绿色。）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2)、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3)、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4)、What are they? （它们是什么？）                                                                                     
(5)、apple （苹果）                                                                                              
         Four apples. （四个苹果。）                                                                                        
         Say app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y are four apples. (对，它们是4个苹果。)                                                                                
(6)、How many? （多少？）                                                                                          
         four （4）                                                                                               
         Four apples. (4个苹果。)                                                                                          
         Say four, four appl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4，4个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four apples. （对，它们是4个苹果。）                                                                               
(7)、Count. （数一数。）                                                                                              
         Four apples. (4个苹果。)                                                                                          
         one, two, three, four （1，2，3，4）                                                                              
         Say four, four appl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4，4个苹果，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four apples. （对，它们是4个苹果。）                                                                               
(8)、Colour the apples with number four red. （把含有数字4的苹果涂成红色。）                                                            
         Good work. （干得漂亮。）                                                                                         
         Yes, they are four apples. （对，它们是4个苹果。）                                                                              
(9)、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10)、Tom （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11)、What are they? （它们是什么？）                                                                                         
(12)、cake （蛋糕）                                                                                                

           five cakes （5块蛋糕）                                                                                         
           Say five, five cak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5块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five cakes. （对，它们是5块蛋糕。）                                                                               
(13)、How many cakes? （多少蛋糕？）                                                                                    
           five （5）                                                                                                
           How many cakes? （多少蛋糕？）                                                                                    
           Say five, five cak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5块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five cakes. （对，它们是5块蛋糕。）    

(14)、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five cakes （5块蛋糕）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2，3，4，5）                                                                         
           Say five, five cak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5块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five cakes. （对，它们是5块蛋糕。）                                                                               
(15)、Colour the cakes with number five green. （把含有数字5的蛋糕涂成绿色。）                                                            
           Good work. （干得漂亮。）                                                                                         
           Yes, they are five cakes. （对，它们是5块蛋糕。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g / (辅音/ g /)，goat(山羊)
复习：/ æ /，/ b /，/ k /，/ d /，/ e /，/ f /，apple(苹果)，ball(球)，cat(猫)，dog(狗)，
            egg(蛋)，finger(手指) 
课堂用语*： Stand up! (起立！) Silence!（安静！） Sit down! (坐下！) Be a (goat).  
                       【做一只（羊）。】 Point to g. Say / g /. (指向 g。念 / g /。)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Trace the lines. （描线。）

二、奖品

玩具羊。如果小孩会读单词：goat，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小羊玩具。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letter sound / g / and a new word: goat also review: / æ / ,  / b /,  / k / ,   
/ d / ,  / e /,  / f / ,  apple, ball, cat, dog, egg, finger;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

结束后，你将学会辅音 / g / 以及新单词：羊，同时还将复习：/ æ / ,  / b /,  / k / ,   / d / ,  
/ e /,  / f /  以及苹果、球、猫、狗、蛋和手指。

四、计划

Lesson 5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屏幕上的图片。)                                                                  
           / æ / （/ æ /）                                                                                              
           apple （苹果）                                                                                              
           / b / （/ b /）                                                                                               
           ball （球）                                                                                               
           / k / （/ k /）                                                                                              
           cat （猫）                                                                                                
           / d / （/ d /）                                                                                              
           dog （狗）                                                                                                
           / e / （/ e /）                                                                                               
           egg （蛋）                                                                                                



第三部分  教案与学案 第三单元  课间餐三人行英语机器人 深圳市浩锐科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171170

           / f / （/ f /）                                                                                              
             finger （手指）                                                                                              
    (2)、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a, b, c（歌曲：a，b，c）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边听，别跟着歌词唱。） 歌词

             参见：Unit 1，Lesson 7，课文练习 4。
    (4)、Song: Dog, dog, dog.  复习：Unit 2，Lesson 7，课文练习 4，Song: Dog, Dog, 
             Dog（歌曲：狗，狗，狗）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g / （/ g /）                                                                                              
         It says / g /. （它读/ g /。）                                                                                      
(2)、/ g /,/ g /,/ g /. Say / g /. （/ g /，/ g /，/ g /。读/ g /。）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3)、/ g / （/ g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4)、Say / g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g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5)、goat (山羊)                                                                                                 
         Say goat. （说山羊。）                                                                                          
         Yes, it is a goat. （对，它是一只山羊。）                                                                                      
(6)、goat (山羊)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is a goat. （对，它是一只山羊。）                                                                                       
(7)、goat  (山羊)                                                                                                
         Say go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山羊，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goat. （对，它是一只山羊。）                                                                                       
(8)、/ g / - goat. Goat begins with the sound / g /. Note the / g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goat. (/ g / - goat。goat以辅音/ g /开头。注意单词goat最开头的音素/ g /。) 
(9)、/ g / （/ g /）                                                                                                
         Say / g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g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10)、goat （山羊）                                                                                               
              Say go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山羊，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goat. （对，它是一只山羊。）                                                                                      
    (11)、/ g /, / g /, / g /  (/ g /, / g /, / g /) 
             goat, goat, goat  (羊，羊，羊) 
             / g /, / g /, / g / (/ g /, / g /, / g /) 
             goat, goat, goat  (羊，羊，羊)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g / （/ g /）                                                                                                
            It says / g /. （它读/ g /。）                                                                                     
    (2)、Say / g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g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

            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4. Game: g for goat  （游戏：goat的g ）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æ /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apple （苹果）                                                                                              
             Say apple. （说苹果。）                                                                                         
             Mime eating an apple. （模拟表演吃苹果。）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b / （/ b /）                                                                                              
             It says / b /. （它读/ b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ll （球）                                                                                               
             Say ball. （说球。）                                                                                          
             Mime bouncing a ball. （模拟表演拍球。）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t （猫）                                                                                                
         Say cat. （说猫。）                                                                                            
         Mime hands up like cat's paws. (表演像猫爪一样举手。)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d / （/ d /）                                                                                              
         / d /,/ d /,/ d /. Say / d /. （/ d /，/ d /，/ d /。读/ d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dog （狗）                                                                                                
         Say dog. （说狗。）                                                                                           
         And pretend to be dog and bark. （假扮狗，学狗叫。）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e / （/ e /）                                                                                              
         / e /,/ e /,/ e /. Say / e /. （/ e /，/ e /，/ e /。读/ e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egg （蛋）                                                                                                
         Say egg. （说蛋。）                                                                                            
         Show very pleasantly surprised. （表现出非常惊喜的表情。）                                                                    
         egg （蛋）                                                                                                
         Egg begins with⋯ （egg以⋯⋯开头）                                                                                   
         / e / （/ e /）                                                                                               
         / e /,/ e /,/ e /. Say / e /. （/ e /，/ e /，/ e /。读/ e /。）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f / （/ f /）                                                                                              
         / f /, / f /, / f /. Say / f /. （/ f /，/ f /，/ f /。读/ f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finger （手指）                                                                                             
         Say finger. （说手指。）                                                                                         
         Mime waving fingers in the air.  (表演在空中摆动手指。)                                                                    
           finger （手指）                                                                                              
           Finger begins with... （finger以⋯⋯开头）                                                                               
           / f / （/ f /）                                                                                              
           / f /, / f /, / f /. Say / f /. （/ f /，/ f /，/ f /。读/ f /。）                                                                   
           Yes, it says / f /. （对，它读/ f /。）                                                                                     
   (6)、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g / （/ g /）                                                                                              
           / g /,/ g /,/ g / Say / g /. （/ g /，/ g /，/ g /。读/ g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goat （山羊）                                                                                               
           Say goat. （说山羊。）                                                                                           
           And pretend to be goat and bleat like goats. （假扮山羊，学羊叫。）                                                       
           goat （山羊）                                                                                               
           Goat begins with⋯ （goat以⋯⋯开头）                                                                                  
           / g / （/ g /）                                                                                              
           / g /,/ g /,/ g /. Say / g /. （/ g /，/ g /，/ g /。读/ g /。）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letter g. Help letter g find the goats.  (描写字母 g。帮助 

   字母 g 找到羊。)

   (1)、/ g / （/ g /）                                                                                              
           It says / g /. （它读/ g /。）                                                                                       
   (2)、/ g / （/ g /）                                                                                              
           It says / g /. （它读/ g /。）                                                                                     
          Say / g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g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   
          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3)、/ g /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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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to / g /. (指向/ g /。)                                                                                    
            Say / g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g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goat （山羊）                                                                                               
           Say go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山羊，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6)、Help the letter g find the goat by following the path. 
         （沿着路线帮助字母g找到羊。）                                              
           Good work.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g / （/ g /）                                                                                              
           It says / g /. （它读/ g /。）                                                                                     
   (2)、Say / g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g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

           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9. Game：Pass the ball （游戏：传球）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dog （狗）                                                                                                 
           Say dog. （说狗。）                                                                                            
           And pretend to be dog and bark. （假扮狗，学狗叫。）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d / （/ d /）                                                                                              
           Say / d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d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egg  (蛋)                                                                                                 
           Say egg. （说蛋。）                                                                                            
           Show very pleasantly surprised. （表现出非常惊喜的表情。）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e / （/ e /）                                                                                              
           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e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e /.（对，它读/ e /。）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finger （手指）                                                                                             
           Say finger. （说手指。）                                                                                        
           Mime waving fingers in the air. （表演在空中摆动手指。）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f / （/ f /）                                                                                              
           Say / f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f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f /. （对，它读/ f /。  
10. Activity: Trace the tails and make letter g. Say g ⋯ goat.  

      (活动： 描绘尾巴并构成字母 g。读： g ⋯ goat。)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3)、Draw or trace the tail. （画或描尾巴。）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5)、/ g / （/ g /）                                                                                               
              Say / g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g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6)、/ g / （/ g /）                                                                                               
              It says / g /. （它读/ g /。）                                                                                           
              Say / g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g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

              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Lesson 6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h / (辅音/ h /)，hat(帽子)
复习：/ æ /，/ b /，/ k /，/ d /，/ e /，/ f /，/ g /，apple(苹果)，ball(球)，cat(猫)，
           dog(狗)，egg(蛋)，finger(手指) , goat(山羊)
课堂用语*： Point to h. Say / h / (指向 h。念 / h /。)  Colour the hats with / h /. (给带 
                       有 / h / 的帽子涂色。)  Hat begin with ⋯.（hat以⋯⋯开头。)  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What  

                       begins with / h /? （什么单词以 / h / 开头？) Trace the lines.（描

                       线。）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帽子。如果小孩会读单词：hat，就可以奖励小孩一顶帽子。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letter sound / h / and a new word: hat, also review: / æ / , / b /, 
/ k / ,  / d /,  / e /, / f / ,  / g /,  apple, ball, cat, dog, egg, finger, goat.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

本课目的：本课结束后，你将学会辅音 / h / 以及新单词：帽子，同时还将复习：

/ æ / , / b /, / k / ,  / d /,  / e /, / f/ ,  / g /   以及苹果、球、猫、狗、蛋、手指和山羊。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dog （狗）                                                                                                
            Say dog. （说狗。）                                                                                           
            And pretend to be dog and bark. （假扮狗，学狗叫。）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d / （/ d /）                                                                                              
            Say / d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d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d /. （对，它读/ d /。）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egg （蛋）                                                                                                
            Say egg. （说蛋。）                                                                                            
            Show very pleasantly surprised. （表现出非常惊喜的表情。）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e / （/ e /）                                                                                              

     (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8)、goat （山羊）                                                                                               
             Say go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山羊，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goat. （对，它是一只山羊。）                                                                                       
     (9)、/ g / - goat. Goat begins with the sound / g /. Note the / g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goat. (/ g / - goat。goat以辅音/ g /开头。注意单词goat最开头的音素/ g /。)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Yes, it is a goat. （对，它是一只山羊。）                                                                                       
11.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g、g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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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 e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e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finger （手指）                                                                                             
           Say finger. （说手指。）                                                                                         
           Mime waving fingers in the air. （表演在空中舞动手指。）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f / （/ f /）                                                                                               
           Say / f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f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f /. （对，它读/f /。）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goat （山羊）                                                                                               
           Say goat. （说山羊。）                                                                                           
           And pretend to be goat and bleat like goats. （假扮山羊，学羊叫。）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g / （/ g /）                                                                                               
           Say / g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g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h / （/ h /）                                                                                               
           It says / h /. （它读/ h /。）                                                                                     
   (2)、/ h /, / h /, / h /. Say / h /. （/ h /，/ h /，/ h /。读/ h /。）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3)、/ h / （/ h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4)、Say / h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h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5)、hat （帽子）                                                                                                 
           Say hat. （说帽子。）                                                                                           
           Yes, it is a hat. （对，它是一顶帽子。）                                                                                       

  (6)、hat （帽子）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is a hat. （对，它是一顶帽子。）                                                                                            
   (7)、hat （帽子）                                                                                                  
           Say h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帽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hat. （对，它是一顶帽子。）                                                                                            
   (8)、/ h / - hat. Hat begins with the sound / h /. Note the / h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hat. （/ h / - hat。Hat以辅音/ h /开头。 注意单词hat最开头的音素/ h /。）    
   (9)、/ h / （/ h /）                                                                                               
           Say / h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h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10)、hat （帽子）                                                                                                
            Say h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帽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hat. （对，它是一顶帽子。）                                                                                        
   (11)、/ h /, / h /, / h / （/ h /, / h /, / h /） 
             hat, hat, hat （帽子，帽子，帽子）

             / h /, / h /, / h / （/ h /, / h /, / h /） 
             hat, hat, hat （帽子，帽子，帽子）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h / （/ h /）                                                                                              
            It says / h /. （它读/ h /。）                                                                                      
    (2)、Say / h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h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

            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4. Game: Run and match （游戏：跑然后匹配）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g / （/ g /）                                                                                              
            Say / g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g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goat （山羊）                                                                                               
             Say go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山羊，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goat. （对，它是山羊。）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h / （/ h /）                                                                                              
             Say / h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h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hat （帽子）                                                                                                
             Say h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帽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hat. （对，它是一顶帽子。）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letter h. Colour the hat with h.

   (描写字母 h。 给带有字母 h 的帽子涂色。)

    (1)、/ h / （/ h /）                                                                                              
            It says / h /. （它读/ h /。）                                                                                      
            / h /（/ h /）                                                                                                 
    (2)、It says / h /. （它读/ h /。）                                                                                      
             Say / h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h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

            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3)、/ h /（/ h /）                                                                                               
            Point to / h /. （指向/ h /。）                                                                                   
            Say / h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h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4)、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5)、hat （帽子）                                                                                                
             Say h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帽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hat. （对，它是一顶帽子。）                                                                                          
    (6)、Hat begins with .... （hat以⋯⋯开头）                                                                              
    (7)、/ h / （/ h /）                                                                                                
            Point to / h /. （指向/ h /。）                                                                                   
            Say / h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h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h /.（对，它读/ h /。）                                                                                        
    (8)、Only colour the hats that contain the letter h. （只把含有字母h的帽子上色。）                                                    
            They are the hats. （它们是那些帽子。）                                                                                  
            Good work.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h /（/ h /）                                                                                               
            It says / h /. （它读/ h /。）                                                                                     
    (2)、Say / h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h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9. Game: Pass the cards （游戏：传卡片）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g / （/ g /）                                                                                              
             It says / g /.（它读/ g /。）                                                                                    
             What begins with / g /? （什么以/ g /开头？）                                                                            
             goat （山羊）                                                                                               
             Say goat. （说山羊。）                                                                                          
             And pretend to be a goat and bleat like a goat. （假扮山羊，学羊叫。）                                                       
            Goat begins with⋯ （goat以⋯⋯开头）                                                                                  
             / g / （/ g /）                                                                                              
            Say / g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g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g /.（对，它读/ g /。）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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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at （山羊）                                                                                                
               Say go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山羊，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goat. （对，它是一只山羊。）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h / （/ h /）                                                                                               
               / h /, / h /, / h /. Say / h /.  （/ h /, / h /, / h /。读/ h /。）                                                                  
               What begins with / h/? （什么以/ h /开头？）                                                                             
               hat （帽子）                                                                                                 
               Say hat. （说帽子。）                                                                                           
               Put Christmas hats on the children. （为孩子们戴上圣诞帽。）                                                                
               Hat begins with ... （hat以⋯⋯开头）                                                                               
               / h / （/ h /）                                                                                               
               Say / h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h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hat （帽子）                                                                                                 
               Say h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帽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hat. （对，它是一顶帽子。）                                     
10. Activity: Trace and say h ⋯ hat.  (活动：描绘后说：h ⋯ hat。)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3)、A downward line. （一条竖线。）                                                                                   
               semi-circle shape （半圆形）                                                                                  
               Trace over the lines, alternating the down stroke with the semi-circle. 
             （描线，向下的笔画和半圆交替。）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5)、/ h / （/ h /）                                                                                              
               Say / h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h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6)、/ h / （/ h /）                                                                                              
               It says / h /. （它读/ h /。）                                                                                     

               Say / h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h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8)、hat （帽子）                                                                                                
               Say h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帽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hat. （对，它是一顶帽子。）                                                                                       
        (9)、/ h / - hat. Hat begins with the sound / h /. Note the / h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hat. 
             （/ h / - hat。Hat以辅音/ h /开头。注意单词hat最开头的音素/ h /。）    
11．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h、hat。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i / (辅音/ i /)，ink(墨水)
复习： / g /，/ h /，goat(山羊)，hat(帽子)
课堂用语*： Point to i. Say / i /. (指向 i。念 / i /。) Ink begins with / i /. (ink以 / i / 开  
                        头。)Find letter i. （找到字母 i。）Look and stick. (看然后贴。)                          
                        What does goat begin with?  (goat以什么开头？)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一套铅笔。如果小孩会读单词：ink，就可以奖励小孩一套铅笔。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letter sound / i / and a new word: ink, and also review: / g /, / h /, goat, 
hat.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后，你将学会辅音 / i / 以及新单词：墨

水，同时还将复习： / g /,  / h / 以及山羊，帽子。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6，课文练习 9，Game: Pass the cards （游戏：传卡片）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i / （/ i /）                                                                                               
             It says / i /. （它读/ i /。）                                                                                     
    (2)、/ i /, / i /, / i /. Say / i /. （/ i /，/ i /，/ i /。读/ i /。）                                                                   
             Yes, it says / i /. （对，它读/ i /。）                                                                                     
    (3)、/ i / （/ i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says / i /. （对，它读/ i /。）                                                                                     
(4)、Say / i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i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i /. （对，它读/ i /。）                                                                                     
(5)、ink （墨水）                                                                                                                     
         Say ink. （说墨水。）                                                                                            
         Yes, it is an ink. （对，它是一瓶墨水。）                                                                                      
(6)、ink （墨水）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is an ink. （对，它是一瓶墨水。）                                                                                      
(7)、ink （墨水）                                                                                                
         Say in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墨水，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ink. （对，它是一瓶墨水。）                                                                                       
(8)、/ i / - ink. Ink begins with the sound / i /. Note the / i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ink. 
       （/ i / - ink。Ink以元音/ i /开头。注意单词ink最开头的音素/ i /。）   
(9)、/ i / （/ i /）                                                                                              
         Say / i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墨水，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i /. （对，它读/ i /。）                                                                                     
(10)、ink （墨水）                                                                                                
          Say in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墨水，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ink. （对，它是一瓶墨水。）                                                                                      
(11)、/ i /, / i /, / i /; （/ i /, / i /, / i /;）
          ink, ink, ink ; （墨水，墨水，墨水；）

          / i /, / i /, / i /; （/ i /, / i /, / i /;）
          ink, ink, ink . （墨水，墨水，墨水。）           

Lesson 7



第三部分  教案与学案 第三单元  课间餐三人行英语机器人 深圳市浩锐科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179178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i / （/ i /）                                                                                              
             It says / i /. （它读/ i /。）                                                                                     
    (2)、Say / i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i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i /. （对，它读/ i /。）                                                                                     
4. Song: A goat in a hat （游戏：一只戴帽子的山羊）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屏幕上的图片。）

             / d / （/ d /）                                                                                              
             dog （狗）       
             / e / （/ e /）                                                                                              
             egg （蛋）                                                                                                
             / f / （/ f /）                                                                                              
             finger (手指)                                                                                              
             / g / （/ g /）                                                                                               
             goat (山羊)                                                                                                 
             / h / （/ h /）                                                                                              
             hat （帽子）                                                                                                
             / i / （/ i /）                                                                                              
             ink （墨水）                                                                                                 
    (2)、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A goat in a hat （一只戴帽子的山羊）

             表演：出现羊叫图片时，老师或家长表演羊叫的声音；

             has ink, ink, ink (有墨水，墨水，墨水) 
             ink, ink, ink  (墨水，墨水，墨水) 
             ink, ink, ink  (墨水，墨水，墨水) 
             A goat in a hat （一只戴帽子的山羊）

             has ink, ink, ink (有墨水，墨水，墨水) 
             What a funny goat! （好有趣的山羊！）

             (Repeat x 1)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边听，边跟着歌词唱。）                                                     
    (4)、Song: A goat in a hat.（歌曲：一只戴帽子的山羊。） 
             歌词参见：本课，4. Song: A goat in a hat （歌曲：一只戴帽子的山羊）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Find the letters and stick.  (找到字母然后粘贴。)

    (1)、/ i / （/ i /）                                                                                               
             It says / i /. （它读/ i /。）                                                                                     
    (2)、/ i / （/ i /）                                                                                              
             It says / i /. （它读/ i /。）                                                                                     
             Say / i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i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i /. （对，它读/ i /。）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4)、/ g / （/ g /）                                                                                              
             Point to / g /. （指向/ g /。）                                                                                   
             Say / g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g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g /. （是的，它读/ g /。）                                                                                     
    (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6)、/ g / （/ g /）                                                                                              
             Find another / g /. （找到另外一个/ g /。）                                                                                
             Say / g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g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g /. （是的，它读/ g /。）                                                                                      
    (7)、What begins with / g /? （什么以辅音/ g /开头？）                                                                            
    (8)、goat （山羊）                                                                                               
             Point to the goat. （指向山羊。）                                                                                  
             Say go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山羊，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goat. （对，它是一只山羊。）                                                                                       
    (9)、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0)、/ h / （/ h /）                                                                                              
               Point to / h /. （指向/ h /。）                                                                                   
               Say / h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h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1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2)、/ h / （/ h /）                                                                                              
               Find another / h /. （找到另一个/ h /。）                                                                                
               Say / h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h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13)、What begins with / h/?  （什么以辅音/h /开头？）                                                                               
    (14)、hat （帽子）                                                                                                
               Point to the hat. （指向帽子。）                                                                                  
               Say h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帽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hat. （对，它是一顶帽子。）                                                                                       
    (1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6)、/ i / （/ i /）                                                                                               
               Point to / i /. （指向/ i /。）                                                                                   
               Say / i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i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i /. （对，它读/ i /。）                                                                                     
    (17)、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8)、/ i / （/ i /）                                                                                               
               Find another / i /. （找到另一个/ i /。）                                                                                
               Say / i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i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i /. （对，它读/ i /。）                                                                                     
    (19)、What begins with / i /? (什么以元音/ i /开头？)                                                                             
    (20)、ink （墨水）                                                                                                 
               Point to the ink. （指向墨水。）                                                                                  
               Say in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墨水，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ink. （对，它是一瓶墨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复习：Unit 1，Lesson 3，课文每周之星。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9. Game: Memory （游戏：回忆）

    (0)、Is it / g /? （它是/ g /吗？）                                                                                       
             / g / （/ g /）                                                                                               
             It says / g /. （它读/ g /。）                                                                                      
             / g /,/ g /,/ g /. Say / g /. （/ g /，/ g /，/ g /。读/ g /。）                                                                      
             What begins with / g /? （什么以/ g /开头？）                                                                            
             goat （山羊）                                                                                               
             Say goat. （说山羊。）                                                                                          
             And pretend to be a goat and bleat like a goat. （然后假扮山羊，学羊叫。）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1)、Is it / h /? （它是/ h /吗？）                                                                                       
             / h / （/ h /）                                                                                              
             It says / h /. （它读/ h /。）                                                                                     
             / h /, / h /, / h /. Say / h /. （/ h /，/ h /，/ h /。读/ h /。）                                                                   
             What begins with / h/?（什么以/ h /开头？）                                                                              
             hat （帽子）                                                                                                
             Say hat. （说帽子。）                                                                                           
             Put Christmas hats on the children. (为孩子们戴上圣诞帽。)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2)、Is it / i /? （它是/ i /？）                                                                                       
             / i / （/ i /）                                                                                               
             It says / i /. （它读/ i /。）                                                                                     
             / i /, / i /, / i /. Say / i /. （/ i /，/ i /，/ i /。读/ i /。）                                                                   
             What begins with / i /? （什么以/ i /开头？）                                                                             
             ink （墨水）                                                                                                
             Say ink. （说墨水。）                                                                                           
             Yes, it says / i /. （对，它读/ i /。）                
10.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i / （/ i /）                                                                                              
               It says / i /. （它读/ i /。）                                                                                     
      (2)、Say / i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i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i /. （对，它读/ i /。）                                                                                     
11. Activity: Colour or circle the letter that is the same as the one in the box.  

    (活动：给与方框中字母相同的字母涂色或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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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in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墨水，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ink. （对，它是一瓶墨水。）                                                                                      
      (17)、What does ink begin with? （ink以什么开头？）                                                                          
      (18)、/ i / （/ i /）                                                                                              
                 Say / i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i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i /. （对，它读/ i /。）                                                                                     
      (19)、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20)、/ i / （/ i /）                                                                                              
                 / i /, / i /, / i /. Say / i /. （/ i /，/ i /，/ i /。读/ i /。）                                                                    
                 Find another / i /. （找到另一个/ i /。）                                                                                
                 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letter. （绕着这个字母画个圈。）                                                                   
                 Yes, it says / i /. （对，它读/ i /。）                                                                                     
        (21)、/ i /（/ i /）                                                                                                 
                   It says / i /. （它读/ i /。）                                                                                     
                   Say / i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i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i /. （对，它读/ i /。）                                                                                        
        (22)、Ink begins with / i /. （ink以元音/ i /开头。）                                                                             
                   / i / - ink. Ink begins with the sound / i /. Note the / i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ink. （/ i / - ink。ink以元音/ i /开头。注意单词ink开头的音素/ i /。）   
12.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i、

      ink。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goat （山羊）                                                                                               
         Say go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山羊，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goat. （对，它是一只山羊。）                                                                                      
(5)、What does goat begin with? （goat以什么开头？）                                                                         
(6)、/ g / （/ g /）                                                                                              
         Say / g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g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7)、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8)、/ g / （/ g /）                                                                                              
         / g /,/ g /,/ g / Say / g /. （/ g /，/ g /，/ g /。读/ g /。）                                                                      
         Find another / g /. （找到另一个/ g /。）                                                                                
         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letter. （绕着这个字母画个圈。）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0)、hat （帽子）                                                                                                 
           Say h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帽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hat. （对，它是一顶帽子。）                                                                                       
(11)、What does hat begin with? （hat以什么开头？）                                                                          
(12)、/ h / （/ h /）                                                                                               
           Say / h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h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1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4)、/ h / （/ h /）                                                                                               
           / h /, / h /, / h /. Say / h /. （/ h /，/ h /，/ h /。读/ h /。）                                                                    
           Find another / h /. （找到另一个/ h /。）                                                                                 
           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letter. （绕着这个字母画个圈。）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1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6)、ink （墨水）                                                                                                

一、本课摘要
复习：orange(桔子)，cake(蛋糕)，juice(果汁)，banana(香蕉)，apple(苹果) ，       
            sandwich(三明治)，milk(牛奶)，/ g /，/ h /，/ i /，goat(山羊)，hat(帽子)，
            ink(墨水)，yes(对，正确，是)，no(不对，错误，不是)
课堂用语*：What's this? (这是什么？) Point to a (sandwich). 【指向一块（三明治)】  
                      What does he have? (他有什么？)  Is it a (cake)? 【它是（蛋糕）吗？】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 This is Peter's food. (这是皮特的                       
                      食物。)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Goat begins with / g /. (山羊

                      以/ g / 开头。)
二、奖品

到餐馆进餐。如果小孩会读单词：复习中任何单词，就可以奖励到餐馆进餐。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review: orange, cake, juice, banana, apple, sandwich, milk, yes, no, apple, hat, 
ink;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后，你将学会复习：桔子, 蛋糕, 果汁, 
香蕉, 苹果, 三明治, 牛奶； 正确 , 不是； 苹果, 帽子, 墨水。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屏幕上的图片。）                                                                  
             / d / （/ d /）                                                                                              
             dog （狗）                                                                                                
             / e / （/ e /）                                                                                              
             egg （蛋）                                                                                                
             / f / （/ f /）                                                                                              
             finger （手指）                                                                                              

             / g / （/ g /）                                                                                               
             goat （山羊）                                                                                               
             / h / （/ h /）                                                                                              
             hat （帽子）                                                                                                
             / i / （/ i /）                                                                                              
             ink （墨水）              
    (2)、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复习： Lesson 7，课文练习4，Song: A          
             goat in a hat. （歌曲：一只戴帽子的山羊。）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边听，边跟着歌词唱。） 
             歌词参见：  Lesson 7，课文练习4。     
    (4)、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复习： Lesson 2，课文练习4，Song: 
             It's snack time. （歌曲：现在是课间餐时间。）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 识读。）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banana （香蕉）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cake （蛋糕）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6)、juice （果汁）                                                                                               
             Yes, it's juice. （对，它是果汁。）                                                                                    
             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Less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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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s juice. （对，它是果汁。）                                                                                      
    (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8)、orange （桔子）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0)、sandwich （三明治）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1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2)、milk （牛奶）                                                                                               
               Yes, it'smilk. （对，它是牛奶。）                                                                                      
               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milk. （对，它是牛奶。）                                                                                        
    (13)、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然后读。）

               It's snack time. What does the boy have? 
             （现在是课间餐时间。那个男孩有什么？）

               An orange. Point to the orange. （一个桔子。指向桔子。）

               A banana. Point to the banana. （一根香蕉。指向香蕉。）

               A sandwich. Point to the sandwich. （一个三明治。指向三明治。）

               A cake. Point to the cake. （一块蛋糕。指向蛋糕。）

               And an apple. Point to the apple. （和一个苹果。指向苹果。）                                                                          
3. Listen and trace. （听然后描。）
    (1)、First, look at the three picture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They are the three stages          
             of making the plates of food. 
           （首先，看页底的三幅图片。它们是制作餐盘的三个步骤。）

    (2)、First, colour the picture with a crayon. （首先，用蜡笔给图片上色。）                                                           
    (3)、Second, you cut out the pictures. （第二，把图片剪下来。）                                                                   
    (4)、Third, stick the pictures on the plates. （第三，把图片粘贴在盘子上。）                                                                      
    (5)、Draw lines, from left to right, to join the pictures, starting at the dots. 

           （从圆点开始从左向右画线，把图片连接起来。）                          
4. Make plates of food. （制作餐盘。）
    (1)、Is it a cake? （它是蛋糕吗？）                                                                                      
    (2)、No, it is an orange. （不，它是桔子。）                                                                                   
             Is it an orange? （它是桔子吗？）                                                                                   
    (3)、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orange （桔子）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6)、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7)、yellow （黄色的）                                                                                             
             Say yellow. （说黄色。）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上色。）                                                                                
             yellow （黄色）                                                                                              
             Good work. （干得漂亮。）                                                                                         
    (8)、Is it your juice? （它是你的果汁吗？）                                                                                  
    (9)、No, it is a cake. （不，它是蛋糕。）                                                                                       
             Is it a cake? （它是蛋糕吗？）                                                                                       
    (10)、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1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2)、cake （蛋糕）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13)、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14)、red （红色的）                                                                                                
           Say red. （说红色。）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上色。）                                                                                
           Good work. （干得漂亮。）                                                                                         
(15)、Is it a banana?  （它是香蕉吗？）                                                                                   
(16)、No, it's juice. (不，它是果汁。)                                                                                    
           Is it your juice?                                                                                   
(17)、Yes, it's juice. （对，它是果汁。）                                                                                     
           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juice. （对，它是果汁。）                                                                                    
(1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9)、juice （果汁）                                                                                               
           Yes, it's juice. （对，它是果汁。）                                                                                    
           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juice. （对，它是果汁。）                                                                                    
(20)、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21)、green （绿色的）                                                                                              
           Say green. （说绿色。）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上色。）                                                                                
           Good work.（干得漂亮。）                                                                                          
(22)、Is it a sandwich? （它是三明治吗？）                                                                                  
(23)、No, it is a banana. （不，它是香蕉。）                                                                                    
           Is it a banana? （它是香蕉吗？）                                                                                    
(24)、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2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6)、banana (香蕉)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27)、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28)、yellow （黄色的）                                                                                             
           Say yellow. （说黄色。）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上色。）                                                                                
           Good work. （干得漂亮。）                                                                                         
(29)、Is it your milk? （它是你的牛奶吗？）                                                                                    
(30)、No, it is a sandwich. （不，它是三明治。）                                                                                  
           Is it a sandwich? （它是三明治吗？）                                                                                  
(31)、Yes, it is a sandwich. （是，它是三明治。）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是，它是三明治。）                                                                                  
(3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3)、sandwich （三明治）                                                                                           
           Yes, it is a sandwich. （是，它是三明治。）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是，它是三明治。）                                                                                   
(34)、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35)、yellow （黄色的）                                                                                              
           Say yellow. （说黄色。）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上色。）                                                                                
           Good work. （干得漂亮。）                                                                                         
(36)、Is it an orange? （它是桔子吗？）                                                                                   
(37)、No, it's milk. （不，它是牛奶。）                                                                                     
           Is it your milk? （它是你的牛奶吗？）                                                                                    
(38)、Yes, it's milk. （是的，它是牛奶。）                                                                                     
           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milk. （是的，它是牛奶。）                                                                                       
(3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0)、milk （牛奶）                                                                                               
           Yes, it's milk. （是的，它是牛奶。）                                                                                      
           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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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s milk. （是的，它是牛奶。）                                                                                      
    (41)、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42)、blue （蓝色的）                                                                                               
               Say blue. （说蓝色。）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上色。）                                                                                 
               Good work. （干得漂亮。）                                                                                         
5. Show and tell. （展示然后讲述。）
    (1)、orange （桔子）                                                                                             
             This is Peter's food. （这是皮特的食物。）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orange （桔子）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3)、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4)、yellow （黄色的）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黄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5)、cake （蛋糕）                                                                                               
             This is Peter's food. （这是皮特的食物。）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6)、cake （蛋糕）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7)、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8)、red （红色的）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红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9)、juice （果汁）                                                                                              
             This is Peter's food. （这是皮特的食物。）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0)、juice （果汁）                                                                                              

          Yes, it's juice. （对，它是果汁。）                                                                                    
          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juice. （对，它是果汁。）                                                                                      
(11)、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12)、green （绿色的）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绿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13)、banana （香蕉）                                                                                             
           This is Peter's food. （这是皮特的食物。）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4)、banana （香蕉）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15)、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16)、yellow （黄色的）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黄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17)、sandwich （三明治）                                                                                           
           This is Peter's food. （这是皮特的食物。）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8)、sandwich （三明治）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19)、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20)、yellow （黄色的）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黄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21)、milk （牛奶）                                                                                                
           This is Peter's food. （这是皮特的食物。）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2)、milk （牛奶）                                                                                                
               Yes, it's milk. (对，它是牛奶。)                                                                                      
               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milk. (对，它是牛奶。)                                                                                         
    (23)、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24)、blue （蓝色的）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蓝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6.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7. Game: Match the letters and pictures  (游戏：匹配字母与图片)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g / （/ g /）                                                                                               
             It says / g /. （它读/ g /。）                                                                                     
             / g /, / g /, / g /. Say / g /. （/ g /，/ g /，/ g /。读/ g /。）                                                                      
             What begins with / g /? （什么以/ g /开头？）                                                                            
             goat （山羊）                                                                                                
             It is a goat. （它是一只山羊。）                                                                                      
             Say goat. （说山羊。）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the letter g and move to / g /. 
           （找到以字母g开头的单词，然后移动到/ g /。）                                           
             Yes, it says / g /. （对，它读/ g /。）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h / （/ h /）                                                                                              
             It says / h /. （它读/ h /。）                                                                                     
             / h /, / h /, / h /. Say / h /. （/ h /，/ h /，/ h /。读/ h /。）                                                                    
             What begins with / h/? （什么以/ h /开头？）                                                                             
             hat （帽子）                                                                                                
             It is a hat. （它是一顶帽子。）                                                                                       
             Say hat. （说帽子。）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the letter h and move to / h /. 
           （找到以字母h开头的单词，然后移动到/ h /。）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i / （/ i /）                                                                                              
             It says / i /. （它读/ i /。）                                                                                     
             / i /, / i /, / i /. Say / i /. （/ i /，/ i /，/ i /。读/ i /。）                                                                   
             What begins with / i /? （什么以/ i /开头？）                                                                            
             ink （墨水）                                                                                                 
             It is an ink. （它是一瓶墨水。）                                                                                      
             Say ink. （说墨水。）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the letter i and move to / i /. 
           （找到以字母i开头的单词，然后移动到/ i /。）                                           
             Yes, it says / i /. （对，它读/ i /。）                                                                                      
8. Musical words （音乐词汇）
    Game 1: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桔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对，它是桔子。）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ke （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蛋糕，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ake. （对，它是蛋糕。）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juice （果汁）                                                                                              
             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果汁，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juice. （对，它是果汁。）                                                                                    
    Game 2: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andwich （三明治）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三明治，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对，它是三明治。）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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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k （牛奶）                                                                                                
               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牛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milk. （对，它是牛奶。）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nana （香蕉）                                                                                             
               Say banan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香蕉，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anana. （对，它是香蕉。）                                                                                     
      Game 3: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pencil （铅笔）                                                                                             
               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铅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pencil. (对，它是铅笔。)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rayon （蜡笔）                                                                                              
               Say cray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蜡笔，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crayon. （对，它是蜡笔。）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g （书包）                                                                                                
               Say ba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包，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ag. (对，它是书包。)                                                                                            
      Game 4: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table （桌子）                                                                                              
               Say tab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桌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able. （对，它是桌子。）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hair （椅子）                                                                                              
               Say chai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椅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hair. （对，它是椅子。）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ook （书）                                                                                                
               Say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书，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book. （对，它是书。）                                                                                      
      Game 5:

      (0)、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红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1)、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绿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2)、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黄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3)、blue （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蓝色，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9. Review （复习）
    本课文为本单元最后一课，课文将复习本单元所学的全部关键词（课文目录区

    中深红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巩固所学的知识。

Unit 4 Animals （第四单元   动物）

Lesson 1

一、单元目标：第四单元结束，小孩将能够

• 认识并会念这八个动物的名称：猫，狗，老鼠，鸟，猴，狮子，老虎和大象。

• 理解并能叙述一个简单的故事：他是一头狮子。

• 欣赏一首有关食物的歌并通过小鼓和沙铃进行音乐伴奏。

• 认识小写字母j, k 和l以及与之对应的音标：/ j /, / k /,/ l /。
• 认识三个以/ j /, / k /,/ l /音标为首的单词：壶，风筝，狮子。

• 认识数字1-5并强化数到5。
• 完成难度不断升级的桔子写前的练习，蛋糕括：线与弧的组合。

• 进一步巩固视觉区分技巧。

• 通过迷宫开发顺序技能。

• 领会制作动物面具，理解秩序。

• 使用动物面具表演一个简单的故事。

• 理解附加的课堂用语。

二、本课摘要
新词汇：monkey (猴子) ， bird (鸟)， mouse (老鼠) 
复习词汇：cat (猫)， dog (狗)， orange (桔子)， cake (蛋糕)， banana (香蕉) ， 
                    sandwich(三明治)，milk (牛奶)，yes(是)， no(不是)。
课堂用语：What's this？ (这是什么？) Is it a (bird) ？【它是一只(鸟)吗？】 Point to the  
                    (mouse). 【指向（老鼠）。】Colour the (monkey).  【给(猴子)填色。】 
                    Pass the cards. (传递卡片。)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Draw 
                    a line.（画一条线。）

三、奖品

小鸟等动物玩具。如果小孩会读单词：monkey，bird，mouse，就可以奖励小孩一

套小鸟等的动物玩具。

四、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use the following new words: monkey, bird, mouse. Review: cat, dog, orange, 
cake, banana, sandwich, milk, yes, no.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后，你

将学会如下新单词：猴，鸟，老鼠。复习：猫，狗，桔子，蛋糕，香蕉，三明治，

牛奶，是和不是。

五、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 Lesson 1, 五。
六、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Unit 3，Lesson 2，课文练习 4，Song: It's snack time 
   （歌曲：现在是课间餐时间）

2. Listen and repeat. （听然后跟读。）
    (1)、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2)、monkey （猴子 ）        
             Say monkey. （说猴子。）                                                                                        
             Yes, it is a monkey. (对，它是猴子。)                                                                                     
    (3)、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4)、bird （鸟）                                                                                               
             Say bird. （说鸟。）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鸟。）                                                                                       
    (5)、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6)、mouse （老鼠）                                                                                              
             Say mouse. （说老鼠。）                                                                                         
             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老鼠。）                                                                                      
    (8)、mouse （老鼠）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老鼠。）                                                                                       
    (10)、monkey （猴子）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is a monkey. (对，它是猴子。)                                                                                     



第三部分  教案与学案 第四单元  动物三人行英语机器人 深圳市浩锐科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189188

    (12)、bird （鸟）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鸟。）                                                                                       
    (14)、mouse （老鼠）                                                                                              
    (15)、Say mou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鼠，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老鼠。）                                                                                      
    (16)、monkey （猴子）                                                                                             
    (17)、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猴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monkey. (对，它是猴子。)                                                                                       
    (18)、bird （鸟）                                                                                                
    (19)、Say bir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鸟，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鸟。）         
     3. Chant: Monkey, monkey, monkey （朗诵：猴子，猴子，猴子）
    (1)、Chant: Monkey, monkey, monkey （朗诵：猴子，猴子，猴子）

             Monkey, monkey, monkey (猴子，猴子，猴子)  
             Ug, ug, ug. (轰，轰，轰。)    表演：猴子捶胸。

             Bird, bird, bird (鸟，鸟，鸟)  
             Tweet, tweet, tweet.（啾啾，啾啾，啾啾。）    表演：象鸟一样飞。

             mouse, mouse, mouse (老鼠，老鼠，老鼠)  
             squeak, squeak, squeak. (吱吱，吱吱，吱吱。)  表演：用手檫鼻子。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3)、mouse （老鼠）                                                                                              
    (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老鼠。）                                                                                      
    (5)、monkey （猴子）                                                                                             
    (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monkey. （对，它是猴子。）                                                                                    
    (7)、bird （鸟）                                                                                               
    (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鸟。）                                                                                        

    (9)、mouse （老鼠）                                                                                              
    (10)、Say mou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鼠，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老鼠。）                                                                                      
    (11)、monkey （猴子）                                                                                              
    (12)、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猴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monkey. （对，它是猴子。）                                                                                     
    (13)、bird （鸟）                                                                                               
    (14)、Say bir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鸟，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鸟。）  
4. Game: Run （游戏：跑）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onkey （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猴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monkey. （对，它是猴子。）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ird （鸟）                                                                                               
             Say bir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鸟，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鸟。）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ouse （老鼠）                                                                                               
         Say mou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鼠，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It's a mouse. （它是老鼠。）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Look and colour.  (看后填色。)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屏幕上的图片。）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monkey （猴子）                                                                                              
         Point to the monkey. （指向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猴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monkey. （对，它是猴子。）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bird （鸟）                                                                                               
         Point to the bird. （指向鸟。）                                                                                 
         Say bir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鸟，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鸟。）                                                                                        
(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7)、mouse （老鼠）                                                                                              
         Point to the mouse. （指向老鼠。）                                                                                 
         Say mou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鼠，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老鼠。）                                                                                      
(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9)、cat （猫）                                                                                                 
         Point to the cat. （指向猫。）                                                                                   
         Say c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猫，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cat. （对，它是猫。）                                                                                        
(1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1)、dog （狗）                                                                                                
         Point to the dog. （指向狗。）                                                                                   
         Say do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狗，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dog. (对，它是狗。)                                                                                         
(12)、Is it a bird? （它是鸟吗？）                                                                                      
(13)、No, it is a monkey. （不，它是猴子。）                                                                                    
           Is it a monkey? （它是猴子吗？）                                                                                    
(14)、Yes, it is a monkey. （对，它是猴子。）                                                                                    

           Say monkey. （说猴子。）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15)、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说黄色。）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上色。）                                                                                 
           Good work. （干得漂亮。）                                                                                          
(16)、Is it a mouse? （它是老鼠吗？）                                                                                     
(17)、No, it's a bird. （不，它是鸟。）                                                                                        
           Is it a bird? （它是鸟吗？）                                                                                      
(18)、Yes, it's a bird. （对，它是鸟。）                                                                                       
           Say bird. （说鸟。）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19)、red （红色）                                                                                                
           Say red. （说红色。）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上色。）                                                                                 
           Good work. （干得漂亮。）                                                                                         
(20)、Is it a cat? （它是猫吗？）                                                                                       
(21)、No, it's a mouse. （不，它是老鼠。）                                                                                       
           Is it a mouse? （它是老鼠吗？）                                                                                     
(22)、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老鼠。）                                                                                      
           Say mouse. （说老鼠。）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23)、green （绿色）                                                                                              
           Say green. （说绿色。）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上色。）                                                                                 
           Good work. （干得漂亮。）                                                                                         
(24)、Is it a dog? （它是狗吗？）                                                                                       
(25)、No, it is a cat. （不，它是猫。）                                                                                       
           Is it a cat? （它是猫吗？）                                                                                       
(26)、Yes, it is a cat. （对，它是猫。）                                                                                       
           Say cat. （说猫。）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27)、blue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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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blue. （说蓝色。）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上色。）                                                                                
               Good work. （干得漂亮。）                                                                                         
    (28)、Is it a monkey? （它是猴子吗？）                                                                                     
    (29)、No, it's a dog. （不，它是狗。）                                                                                         
               Is it a dog? （它是狗吗？）                                                                                        
    (30)、Yes, it's a dog. （对，它是狗。）                                                                                        
               Say dog. （说狗。）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31)、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说黄色。）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上色。）                                                                                
               Good work. （干得漂亮。）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Pass the cards （游戏：传递卡片）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onkey （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猴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monkey. （对，它是猴子。）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ird （鸟）                                                                                                
             Say bir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鸟，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鸟。）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ouse （老鼠）                                                                                              
             Say mou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鼠，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老鼠。）

9. Game：Guess the animal （游戏：猜动物）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onkey （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猴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monkey. （对，它是猴子。）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ird （鸟）                                                                                                
             Say bir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鸟，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鸟。）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ouse （老鼠）                                                                                               
             Say mou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鼠，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鸟。）

10. Trace the lines and say bird, mouse. （描线然后说小鸟，老鼠。）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ay bir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鸟，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鸟。)                                                                                        
    (3)、bird （鸟）                                                                                               
             Find another bird. （找到另一只鸟。）                                                                                 
             Say bir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鸟，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鸟。）                                                                                        
    (4)、Draw a line. （画线。）                                                                                       
             Draw a line from one bird to another, staying within the lines of the pathway. 
           （从一只鸟向另一只画线，要保持在路经的两条线之间。）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鸟。)                                                                                         
             Good work. （干得漂亮。）                                                                                          
    (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ay mou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鼠，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老鼠。）                                                                                      
    (6)、mouse （老鼠）                                                                                               
             Find another mouse. （找到另一只老鼠。）                                                                                
             Say mou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鼠，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老鼠。）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ion (狮子)，tiger (老虎)，elephant (大象)；
复习：mouse(老鼠) ，monkey(猴子)，bird (小鸟) ，cat(猫)，dog (狗)，yes(是)，no   
            (不是)
课堂用语 * ：What animal is it? (这是什么动物？) Stand still! （站好！） What does  
                        a tiger say? (老虎说什么？)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Is it a (tiger)? 
                        【它是(老虎)吗？】 It's song time.（现在是唱歌时间。）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 Show me the lion. （让我看看狮子。） 
                        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大象。如果小孩会读单词：lion，tiger，elephant，就可以送小孩一个大象玩具。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following new words: lion, tiger, and elephant. Review: mouse, 
monkey, bird, yes and no.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如下新

单词：狮子，老虎，大象。并复习：老鼠、猴子、小鸟、是和不是。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Unit 1，Lesson 1，五。

    (7)、Draw a line. （画线。）                                                                                       
             Draw a line from one mouse to another, staying within the lines of the pathway.          
           （从一只老鼠向另一只画线，要保持在路径的两条线之间。）                 
             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老鼠。)                                                                                       
             Good work. （干得漂亮。）                                                                                          
11.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

      红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monkey, bird, mouse（猴，鸟、鼠）。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1，课文练习 3，Chant: Monkey, monkey, monkey  
   (朗诵：猴子，猴子，猴子)
2. Listen and repeat. （听然后跟读。）
   (1)、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2)、lion （狮子）                                                                                               
            Say lion. （说狮子。）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一头狮子。）                                                                                       
   (3)、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4)、tiger （老虎）                                                                                              
            Say tiger. （说老虎。）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老虎。）                                                                                       
   (5)、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6)、elephant （大象）                                                                                           
            Say elephant. （说大象。）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大象。）                                                                                 
   (8)、elephant （大象）                                                                                           

Les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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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大象。)                                                                                  
   (10)、lion （狮子）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狮子。）                                                                                       
   (12)、tiger （老虎）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老虎。）                                                                                       
   (14)、elephant （大象）                                                                                            
   (15)、Say elephan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大象，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大象。)                                                                                   
   (16)、lion （狮子）                                                                                                
   (17)、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狮子。）                                                                                       
   (18)、tiger （老虎）                                                                                              
   (19)、Say ti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虎，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老虎。）                  
3. Game: Listen and run  （游戏： 听然后跑）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lion （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狮子。）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tiger （老虎）                                                                                              
             Say ti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虎，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老虎。)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elephant （大象）                                                                                            

             Say elephan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大象，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elephant.（对，它是大象。）      
4. Song: Animals song. （歌曲：动物歌。）
    (1)、It's song time!（现在是唱歌时间！）                                                                                     
             Look at the animals in the zoo. (看动物园里的动物。) 
             Lions, tigers and monkeys too.  (狮子，老虎还有猴子。)
             Roar, roar, roar,  (狮子吼，狮子吼，狮子吼)
             ug, ug, ug,  (猴子叫，猴子叫，猴子叫。)
             Look at the animals in the zoo.（看动物园里的动物。）

             Look at the animals in the zoo. （看动物园里的动物。） 
             Elephants and birds too.（还有大象和小鸟。）

             Snort, snort, snort,（大象哼，哼，哼。）

             Tweet, tweet, tweet.（小鸟啾啾叫。）

             Look at the animals in the zoo. （看动物园里的动物。）

             (Repeat x 1)
    (2)、Song: It's snack time：歌词参见：课文 4. Song: Animals song  
           （歌曲：动物歌）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边听，边跟着歌词唱。）

             歌词参见：课文 4. Song: Animals song  （歌曲：动物歌）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Match and stick.  (找到后粘贴。)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There he is! (对。它在那儿！)                                                                                        
             Good work. （干得漂亮。）                                                                                          
    (3)、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绕小兔子画条线或画一个圈。）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Good work. （干得漂亮。）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lion （狮子）                                                                                               
         Show me the lion. （让我看看狮子。）                                                                                   
         Is it a tiger? （它是老虎吗？）                                                                                     
         No, it is a lion. （不，它是狮子。）                                                                                      
(6)、Is it a lion? (它是狮子吗？)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狮子。）                                                                                       
(7)、lion （狮子）                                                                                                
         Show me the lion. （让我看看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狮子。）                                                                                      
(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9)、tiger （老虎）                                                                                              
         Show me the tiger. （让我看看老虎。）                                                                                 
         Is it an elephant? （它是大象吗？）                                                                                  
         No, it is a tiger. （不，它是老虎。）                                                                                       
(10)、Is it a tiger? （它是老虎吗？）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老虎。)                                                                                       
(11)、tiger （老虎）                                                                                              
          Show me the tiger. （让我看看老虎。）                                                                                 
          Say ti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虎，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老虎。）                                                                                      
(1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3)、elephant （大象）                                                                                            
          Show me the elephant. （让我看看大象。）                                                                               
          Is it a lion? （它是狮子吗？）                                                                                      
          No, it is an elephant.  （不，它是大象。）                                                                                
(14)、Is it an elephant? （它是大象吗？）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大象。）                                                                                 
(15)、elephant （大象）                                                                                           
          Show me the elephant. （让我看看大象。）                                                                              

              Say elephan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大象，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大象。）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Memory  (游戏：回忆 )

    (0)、Where's the lion? （狮子在哪儿？）                                                                                  
             Show me the lion. （让我看看狮子。）                                                                                  
             lion （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狮子。）                                                                                      
    (1)、Where's the tiger? （老虎在哪儿？）                                                                                 
             Show me the tiger. （让我看看老虎。）                                                                                  
             tiger （老虎）                                                                                              
             Say ti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虎，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老虎。）                                                                                       
    (2)、Where's the elephant? （大象在哪儿？）                                                                              
             Show me the elephant. （让我看看大象。）                                                                              
             elephant （大象）                                                                                           
             Say elephan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大象，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大象。）                                                                                  
9. Animal art （动物艺术）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lion （狮子）                                                                                                
             Show me the lion. （给我看看狮子。）                                                                                  
             Is it a tiger? （它是老虎吗？）                                                                                      
             No, it is a lion. （不，它是狮子。）                                                                                      
    (4)、Is it a lion? （它是狮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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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狮子。）                                                                                       
(5)、lion （狮子）                                                                                               
         Show me the lion. （给我看看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狮子。）                                                                                       
(6)、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7)、yellow （黄色的）                                                                                             
         Say yellow. （说黄色。）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上色。）                                                                                 
         Good work. （干得漂亮。）                                                                                         
(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9)、tiger （老虎）                                                                                               
         Show me the tiger. （让我看看老虎。）                                                                                  
         Is it an elephant? （它是大象吗？）                                                                                 
         No, it is a tiger. (不，它是老虎。)                                                                                        
(10)、Is it a tiger? （它是老虎吗？）                                                                                     
(11)、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老虎。）                                                                                      
           tiger （老虎）                                                                                               
           Show me the tiger. （让我看看老虎。）                                                                                 
           Say ti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虎，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老虎。）                                                                                       
(12)、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13)、green （绿色）                                                                                              
           Say green. （说绿色。）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上色。）                                                                                 
           Good work. （干得漂亮。）                                                                                          
(1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5)、elephant （大象）                                                                                           
           Show me the elephant. （让我看看大象。）                                                                              
           Is it a lion? （它是狮子吗？）                                                                                      
(16)、No, it is an elephant. （不，它是大象。）                                                                                 

                 Is it an elephant? （它是大象吗？）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大象。）                                                                                 
      (17)、elephant （大象）                                                                                           
                 Show me the elephant. （让我看看大象。）                                                                              
                 Say elephan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大象，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大象。）                                                                                 
      (18)、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19)、red （红色）                                                                                                 
                 Say red. （说红色。）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上色。）                                                                                
                 Good work. （干得漂亮。）           
10. Activity. Match the front and back of the animals. 

    （活动。匹配动物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lion （狮子）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狮子。）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lion （狮子）                                                                                               
               Show me the lion. （让我看看狮子。）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狮子。）                                                                                      
      (6)、Draw a line. （画线。）                                                                                       
               Draw a line to match the two halves of the lion, thereby completing the picture.          
             （画线匹配狮子的两半，使图片完整。）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狮子。）                                                                                      
               Good work. （干得漂亮。）                                                                                         

(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8)、elephant （大象）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大象。）                                                                                 
         Say elephan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大象，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大象。）                                                                                 
(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0)、elephant （大象）                                                                                            
           Show me the elephant. （把大象展示给我。）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大象。）                                                                                  
           Say elephan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大象，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大象。）                                                                                 
(11)、Draw a line. （画线。）                                                                                        
           Draw a line to match the two halves of the elephant, thereby completingthe picture.            
         （画线匹配大象的两半，使图片完整。）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大象。）                                                                                  
           Good work. （干得漂亮。）                                                                                         
(1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3)、tiger （老虎）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老虎。）                                                                                      
           Say ti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虎，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老虎。）                                                                                       
(1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5)、tiger (老虎)                                                                                               
           Show me the tiger. （把老虎展示给我。）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老虎。）                                                                                      
           Say ti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虎，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老虎。）                                                                                       
(16)、Draw a line. （画线。）                                                                                       
           Draw a line to match the two halves of the tiger, thereby completing the picture.           

         （画线匹配老虎的两半，使图片完整。）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老虎。）                                                                                       
           Good work. （干得漂亮。）                                                                                         
11.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lion、tiger、elep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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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课摘要
复习：mouse(老鼠) ，monkey(猴子)， bird (小鸟)， lion (狮子)， tiger(老虎)， 
            elephant (大象)，cat(猫)，dog(狗)
课堂用语 * ：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  Yes. (是。) There he is. (他在那。)   
                        Point to a (monkey). 【指向(猴子)。】 It's story time. (现在是讲故事时间。) 
                        What colour is the bird? （这只小鸟是什么颜色的？)Where's the (cat)?
                      【(猫)在哪？】 Is it a (bird)?【它是(小鸟)吗？】What is missing?(缺什么？) 
                        Trace the lines. (描线。)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填色。) 
二、奖品

狮子玩具。如果小孩会读单词：复习中单词，就可以奖励小孩狮子玩具。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review: mouse, monkey, bird, lion, tiger, elephant, cat, dog.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

本课结束，你将复习：老鼠、猴子，小鸟，狮子，老虎, 大象，猫和狗。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2，课文练习4，Song: Animals song （歌曲：动物歌）

2. Listen and point.  （听然后指。）
   (1)、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绕小兔子画条线或画一个圈。）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Good work. （干得漂亮。）                                                                                          
   (3)、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4)、Lucy （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对，她是露西。）                                                                                       
   (5)、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6)、Tom （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对，他是汤姆。）                                                                                         
   (7)、Who's this, Jojo? （这是谁，优优？）                                                                                  
   (8)、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对，它是优优。）                                                                                        
   (9)、Jojo （优优）                                                                                               
   (10)、Where's Jojo?  （优优在哪儿？）                                                                                     
              Point to Jojo. （指向优优。）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Jojo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图片中的优优。）                                                
              Yes, there it is! （对，它在那儿！）                                                                                        
   (11)、Lucy （露西）                                                                                               
   (12)、Where's Lucy? （露西在哪儿？）                                                                                      
              Point to Lucy. （指向露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Lucy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在图片中指出露西。）                                                

Lesson 3               Yes, there she is! （对，她在那儿！）                                                                                      
   (13)、Tom （汤姆）                                                                                                
   (14)、Where's Tom? （汤姆在哪儿？）                                                                                       
              Point to Tom. （指向汤姆。）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om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在图片中指出汤姆。）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1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6)、bird （鸟）                                                                                                
              Point to the bird. （指向鸟。）                                                                                 
              Say bir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鸟，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鸟。)                                                                                        
   (1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8)、mouse （老鼠）                                                                                               
              Point to the mouse. （指向老鼠。）                                                                                
              Say mou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鼠，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老鼠。）                                                                                      
   (1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lion （狮子）                                                                                               
              Point to the lion. （指向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狮子。）   
3. Story: It's a lion. （故事： 这是一头狮子。）
   (1)、It's story time. （现在是故事时间。）        
   (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correct picture. （去前面，指向正确的图片。）                                                
            1.JOJO: Look. A bird.（优优：看。一只小鸟。） 
               LUCY: Yes, Jojo. It's a bird. （露西：是，优优。 它是一只小鸟。）

            2.JOJO: Look. A mouse. （优优：看。一只老鼠。） 
               LUCY: Yes, Jojo. It's a mouse. （露西：是，优优。 它是一只老鼠。）

            3.JOJO: Look. A lion. （优优：看。一头狮子。） 

               LUCY: A lion? Where's the lion? （露西： 狮子？狮子在哪？） 
            4.LUCY: No, Jojo. It isn't a lion. It's Tom! 
             （露西：不对，优优。它不是狮子。他是汤姆。）

4. Listen and act. （听然后表演）
   (1)、JOJO: Look. A bird. （优优：看。一只小鸟。）

            LUCY: Yes, Jojo. It is a bird. （露西：是，优优。 它是一只小鸟。）                                               
   (2)、Mime being a bird. （模仿小鸟。）                                                                                  
   (3)、JOJO: Look. A mouse. （优优：看。一只老鼠。）

            LUCY: Yes, Jojo. It is a mouse. （露西：是，优优。 它是一只老鼠。）                                             
   (4)、Mime being a mouse. (模仿老鼠。)                                                                                 
   (5)、JOJO: Look. A lion. （优优：看。一头狮子。）

            LUCY: A lion? Where is the lion? （露西： 狮子？狮子在哪？）                                             
   (6)、Mime being a lion. （模仿狮子。）                                                                                 
   (7)、LUCY: No, Jojo. It is not a lion. It is Tom! 
          （露西：不对，优优。它不是狮子。他是汤姆。）                                                      
   (8)、Jump in the air and mime taking off a mask. 
          （跳向空中，然后模仿摘掉面具。）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Find and match. （找然后匹配。）
   (1)、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绕小兔子画条线或画一个圈。）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Good work. （干得漂亮。）                                                                                         
   (3)、Jojo （优优）                                                                                               
   (4)、Where's Jojo? （优优在哪儿？）                                                                                       
            Point to Jojo. （指向优优。）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Jojo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指图片中的优优。）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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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ucy （露西）                                                                                                
(6)、Where's Lucy? （露西在哪儿？）                                                                                      
         Point to Lucy. （指向露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Lucy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在图片中指出露西。）                                                
         Yes, there she is! （对，她在那儿！）                                                                                      
(7)、Tom （汤姆）                                                                                                 
(8)、Where's Tom? （汤姆在哪儿？）                                                                                        
         Point to Tom. （指向汤姆。）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om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在图片中指出汤姆。）                                                 
         Yes, there he is! (对，他在那儿！)                                                                                        
(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0)、bird （鸟）                                                                                                
           Point to the bird. （指向那只鸟。）                                                                                 
           Say bir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鸟，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一只鸟。）                                                                                       
(1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2)、mouse （老鼠）                                                                                               
           Point to the mouse. （指向老鼠。）                                                                                
           Say mou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鼠，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一只老鼠。）                                                                                      
(1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lion （狮子）                                                                                                
           Point to the lion. （指向那头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一头狮子。）                                                                                      
           Good work.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复习：Unit 1，Lesson 3，课文每周之星。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9. Game: What is missing?  (游戏：缺什么？)

    (0)、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bird （鸟）                                                                                                
             Say bir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鸟，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一只鸟。）                                                                                        
    (1)、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mouse （老鼠）                                                                                              
             Say mou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鼠，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一只老鼠。）                                                                                      
    (2)、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tiger （老虎）                                                                                              
             Say ti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虎，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一只老虎。)                                                                                        
    (3)、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elephant （大象）                                                                                           
             Say elephan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大象，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一头大象。）                                                                                 
10. Game：Pass the ball. （游戏： 传球。）
      (0)、tiger （大象）                                                                                              
               Say tiger. （说大象。）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yellow （黄色的）                                                                                             
               Say yellow. （说黄色。）                                                                                         
               Say ti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虎，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一只老虎。）                                                                                       
      (1)、elephant （大象）                                                                                           
               Say elephant. （说大象。）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grey （灰色的）                                                                                                
               Say grey. （说灰色。）                                                                                          
               Say elephan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大象，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一头大象。）                                                                                  
      (2)、mouse （老鼠）                                                                                               
               Say mouse. （说老鼠。）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white （白色的）                                                                                               
               Say white. （说白色。）                                                                                          
               Say mou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鼠，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mouse. （对，它是一只老鼠。）                                                                                      
      (3)、bird （鸟）                                                                                                
               Say bird. （说鸟。）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red （红色的）                                                                                                
               Say red. （说红色。）                                                                                            
               Say bir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鸟，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一只小鸟。）                                                                                        
11. Activity. Trace the stripes on the tiger. 

    （活动：描绘老虎身上的条纹。）
     (0)、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tiger （老虎）                                                                                              
             Say ti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虎，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一只老虎。)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tiger （老虎）                                                                                              
         Trace the lines. （描线。）                                                                                    
         Trace the stripes on the tiger to complete the picture. 
       （描绘老虎身上的花纹来完成图片。）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一只老虎。)                                                                                        
(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6)、tiger （老虎）                                                                                              
         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上色。）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一只老虎。)                                                                                           
         Good work. （干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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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课摘要
复习： number 1, 2, 3, 4, 5  (数字 1，2，3，4，5)； bird (小鸟)，elephant (大象)，  
             lion (狮子)，tiger (老虎)，monkey（猴子）

课堂用语*： What number is it? (它是数字几？) How many (lions)?【多少（狮 
                       子)？】 Is it 4? (它是 4 吗？) Pass the ball. (传球。) Point to number (3).  
                     【指向数字 (3) 。】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What number is 
                       missing?  (缺数字几 ？)  Count. (数数。)
二、奖品

小鸟。如果小孩会读单词：one, two, three, four, five，就可以奖励小孩一套小鸟玩

具。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You will review: number 1, 2, 3, 
4, 5 and bird, elephant, lion, tiger, monkey in the lesson.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

本课你将复习：数字 1，2，3，4，5 以及小鸟，大象，狮子，老虎，猴子。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2，课文练习 4，Song: Animals song  （歌曲：动物歌）

2. Clap the number. （击掌数数。）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2)、one （1）                                                                                                
             Point to one. （指向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Lesson 4

(3)、one （1）                                                                                                
         Draw number one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1。）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4)、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one with your finger. 
       （说1，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5)、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6)、two （2）                                                                                                
         Point to number two. （指向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7)、two （2）                                                                                                
         Draw number two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8)、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wo with your finger. 
       （说2，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9)、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10)、three （3）                                                                                               
         Point to number three. （指向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1)、three（3）                                                                                                  
           Draw number three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2)、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hree with your finger. 
         （说3，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3)、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14)、four （4）                                                                                               
           Point to number four. （指向数字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4，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15)、four （4）                                                                                               
           Draw number four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4。）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16)、four （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our with your finger. 
         （说4，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4。）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17)、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18)、five （5）                                                                                                
           Point to number five. （指向数字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19)、five (5)                                                                                                 
           Draw number five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5。）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20)、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ive with your finger. 
         （说5，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5。）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21)、How many fingers? (多少手指？)                                                                                   
(22)、one （1）                                                                                                 
           One finger. （1根手指。）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23)、How many fingers? (多少手指？)                                                                                   
    (24)、two （2）                                                                                                 
               Two fingers. （2根手指。）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25)、How many fingers? (多少手指？)                                                                                     
    (26)、three （3）                                                                                              
               Three fingers. （3根手指。）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27)、How many fingers?  (多少手指？)                                                                                     
    (28)、four （4）                                                                                               
               Four fingers. （4根手指。）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4，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29)、How many fingers? (多少手指？)                                                                                    
    (30)、five （5）                                                                                               
               Five fingers. （5根手指。）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3. Song: Five green birds  （歌曲：五只绿色小鸟）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2)、one （1）                                                                                                 
             Point to one. （指向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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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3)、one（1）                                                                                                  
         Draw number one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1。)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4)、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one with your finger.
       （说1，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5)、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6)、two （2）                                                                                                
         Point to number two. （指向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7)、two （2）                                                                                                
         Draw number two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8)、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wo with your finger. 
       （说2，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9)、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10)、three （3）                                                                                              
           Point to number three. （指向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1)、three （3）                                                                                               
           Draw number three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2)、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hree with your finger. 
         （说3，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13)、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14)、four （4）                                                                                                
           Point to number four. （指向数字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4，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15)、four （4）                                                                                               
           Draw number four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4。）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16)、four （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our with your finger. 
         （说4，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4。）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17)、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18)、five (5)                                                                                                
           Point to number five. (指向数字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19)、five （5）                                                                                               
           Draw number five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5。）                                                                        
(20)、five（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ive with your finger. 
         （说5，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5。）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21)、What's this, Jojo? （这是什么，优优？）                                                                                 
(22)、bird （鸟）                                                                                               
           Be a bird. （扮一只小鸟。）                                                                                          
           Say bir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鸟，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be a bird. （是，扮一只小鸟。）                                                                                          
           It's a bird. （它是一只小鸟。）                                                                                        

    (23)、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Five green birds, (五只绿色的小鸟，)  
               Sitting in a tree. (坐在树上。)  
               Five green birds,  (五只绿色的小鸟，) 
               Sitting in a tree. (坐在树上。)

               And if one green bird, (假如一只绿色的小鸟，)  
               Falls from the tree ⋯. (从树上掉下来了。)  
               Four green birds, (四只绿色的小鸟，) 
               Sitting in a tree. (坐在树上。)

               Four green birds, (四只绿色的小鸟，) 
               Sitting in a tree. (坐在树上。)
               ⋯⋯
               One green bird, (一只绿色的小鸟，)
               Sitting in a tree (坐在树上。)
               One green bird, (一只绿色的小鸟，)
               Sitting in a tree. (坐在树上。)

               And if one green bird, (假如一只绿色小鸟，)
               Falls from the tree ⋯. (从树上掉下来。)
               No green birds, (没有绿色的小鸟，)
               Sitting in a tree. (坐在树上。)
    (24)、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边听，边跟着歌词唱。）歌词参见：本课：Five green birds
             （五只绿色的小鸟）

4. What number is missing? （缺数字几?）

    (0)、one （1）                                                                                                 
             What number is missing? （缺数字几？）                                                                            
             one （1）                                                                                                   
             Say one. （说1。）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1)、two （2）                                                                                                
         What number is missing? （缺数字几？）                                                                                
         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2)、three （3）                                                                                              
         What number is missing? （缺数字几？）                                                                               
         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3)、four (4)                                                                                                 
         What number is missing? （缺数字几？）                                                                               
         four (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4，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4，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4)、five (5)                                                                                                 
         What number is missing? （缺数字几？）                                                                               
         five  (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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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5，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Count, then circle the number.  (数数，然后在数字周围画圈。)

    (1)、How many birds? (多少只鸟？)                                                                                     
    (2)、three （3）                                                                                               
             three birds （3只小鸟）                                                                                        
             Point to the bird. （指向小鸟。）                                                                                  
             Count. （数一数。）                                                                                             
             one, two, three （1，2，3）                                                                                    
             three birds （3只小鸟）                                                                                         
             Yes, they are birds. （对，它们是鸟。）                                                                                    
    (3)、Where's number three? （数字3在哪儿？）                                                                               
    (4)、three （3）                                                                                               
             Point to number three. （指向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number thre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向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5)、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number 3. （绕着数字3画个圈。）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6)、How many lions? （多少头狮子？）                                                                                     
    (7)、five （5）                                                                                               
            five lions （5头狮子）                                                                                         
            Point to the lions. （指向狮子。）                                                                                 
            Count. （数一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2，3，4，5）                                                                        
            five lions（5头狮子）                                                                                          
            Yes, they are lions. （对，它们是狮子。）                                                                                    
    (8)、Where's number five? （数字5在哪里？）                                                                               

(9)、five （5）                                                                                               
        Point to number five. （指向数字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five. （说5，然后去前面指向数字5。）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10)、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number 5. （绕着数字5画个圈。）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11)、How many tigers? （多少只老虎？）                                                                                    
(12)、two （2）                                                                                                 
          two tigers （2只老虎）                                                                                          
          Point to the tigers. （指向老虎。）                                                                                 
          Count. （数一数。）                                                                                              
          one, two （1，2）                                                                                           
          two tigers （2只老虎）                                                                                         
          Yes, they are tigers. （对，它们是老虎。）                                                                                   
(13)、Where's number two? （数字2在哪儿？）                                                                                 
(14)、two （2）                                                                                                 
          Point to number two. （指向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number two. 
         （说2，然后去前面指向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15)、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number 2. （绕着数字2画个圈。）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16)、How many monkeys? （多少只猴子？）                                                                                   
(17)、four （4）                                                                                               
          Four monkeys. （4只猴子。）                                                                                      
          Point to the monkeys. （指向猴子。）                                                                               
          Count. （数一数。）                                                                                              
          one, two, three, four （1，2，3，4）                                                                              
          Four monkeys. （4只猴子。）                                                                                                 
          Yes, they are monkeys. （对，它们是猴子。）                                                                                   
(18)、Where's number four? （数字4在哪里？）                                                                               
(19)、four （4）                                                                                                
          Point to number four. （指向数字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four. （说4，然后去前面指向4。）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20)、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number 4. （绕着数字4画个圈。）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Number run （游戏：数字跑酷）
    (0)、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one （1）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two (2)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2)、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three （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3)、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four （4）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4，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4)、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five （5）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9. Counting practice. （数数练习）
    (0)、How many birds? （多少只鸟？）                                                                                    
            one bird （1只鸟）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一只鸟。）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one bird （1只鸟）                                                                                          
            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一只鸟。）                                                                                        
   (1)、How many birds? （多少只鸟？）                                                                                     
            two birds （两只鸟）                                                                                           
            Yes, they are two birds. （对，它们是两只鸟。）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two birds （两只鸟）                                                                                          
            one, two （1，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2，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wo birds. （对，它们是两只鸟。）                                                                                
   (2)、How many birds? （多少只鸟？）                                                                                      
            three birds (3只鸟)                                                                                         
            Yes, they are three birds. （对，它们是3只鸟。）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three birds (3只鸟)                                                                                           
            one, two, three (1，2，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birds. （对，它们是3只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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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ow many birds? （多少只鸟？）                                                                                     
          Four birds.  (4只鸟)                                                                                            
          Yes, they are four birds. （对，它们是4只鸟。）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Four birds.  (4只鸟。)                                                                                             
          one, two, three, four （1，2，3，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4，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four birds. （对，它们是4只鸟。）                                                                               
(4)、How many birds? （多少只鸟？）                                                                                     
          five birds (5只鸟)                                                                                            
          Yes, they are five birds. （对，它们是5只鸟。）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Five birds. (5只鸟。)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2，3，4，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five birds. （对，它们是5只鸟。）                                                                               
10. Activity: Match and say the numbers. （活动：找到然后念数字。）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elephant （大象）                                                                                            
               Say elephan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大象，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大象。）                                                                                 
     (4)、How many elephants? （多少只大象？）                                                                                
     (5)、one （1）                                                                                                
              One elephant. （1只大象。）                                                                                        
              Count. （数一数。）                                                                                             
              one （1）                                                                                                
              One elephant. （1只大象。）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一只大象。)                                                                                  
     (6)、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7)、one （1）                                                                                                
              Point to one. （指向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number one. 
           （说1，然后去前面指向数字1。）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8)、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Draw a line from the picture of the elephant to number one. 
           （从大象的图片到数字1画一条线。）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Yes, it is an elephant. (对，它是一只大象。)                                                                                 
     (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0)、tiger （老虎）                                                                                               
                Say ti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虎，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tiger. (对，它是一只老虎。)                                                                                        
     (11)、How many tigers? （多少只老虎？）                                                                                    
     (12)、two （2）                                                                                                
                 two tigers （2只老虎）                                                                                         
                Count. （数一数。）                                                                                             
                one, two （1，2）                                                                                           
                Yes, they are tigers. （对，它们是老虎。）                                                                                    
    (13)、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14)、two （2）                                                                                                 
                Point to number two. （指向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number two. 
             （说2，然后去前面指向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15)、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Draw a line from the picture of the tiger to number two. 
              （从老虎的图片到数字2画一条线。）                                           
                Yes, it's number two. (对，它是数字2。)                                                                                    
                Yes, they are tigers. （对，它们是老虎。）                                                                                   
    (1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7)、lion （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一头狮子。）                                                                                      
(18)、How many lions? （多少头狮子？）                                                                                     
(19)、three （3）                                                                                              
           three lions （3头狮子）                                                                                        
           Count. （数一数。）                                                                                             
           one, two, three （1，2，3）                                                                                    
           Yes, they are lions. （对，它们是狮子。）                                                                                    
(20)、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21)、three （3）                                                                                              
            Point to number three. （指向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number three. 
          （说3，然后去前面指向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22)、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Draw a line from the picture of the lion to number three. 
          （从狮子的图片到数字3画一条线。）                                           
            Yes, it's number three. （对，它是数字3。）                                                                                 
            Yes, they are lions. (对，它们是狮子。)                                                                                     
(2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4)、monkey （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猴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monkey. （对，它是猴子。）                                                                                     
(25)、How many monkeys? （多少只猴子？）                                                                                   
(26)、four （4）                                                                                               
            Four monkeys. （4只猴子。）                                                                                      
            Count. （数一数。）                                                                                             
            one, two, three, four （1，2，3，4）                                                                               
            Yes, they are monkeys. （对，它们是猴子。）                                                                                   
(27)、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28)、four （4）                                                                                                
            Point to number four. （指向数字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four. （说4，然后去前面指向4。）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29)、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Draw a line from the picture of the monkey to number four. 
          （从猴子的图片到数字4之间画一条线。）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Yes, they are monkeys. (对，它们是猴子。)                                                                                   
(3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1)、bird （小鸟）                                                                                               
           Say bir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小鸟，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bird. （对，它是一只小鸟。）                                                                                       
(32)、How many birds? （多少只鸟？）                                                                                     
(33)、five （5）                                                                                               
            Five birds. （5只小鸟。）                                                                                        
            Count. （数一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2，3，4，5）                                                                        
            Yes, they are birds. （对，它们是鸟。）                                                                                    
(34)、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35)、five （5）                                                                                                
            Point to number five. （指向数字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five. （说5，然后去前面指向5。）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36)、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Draw a line from the picture of the bird to number five. 
          （从小鸟的图片到数字5之间画一条线。）                                           
            Yes, it's number five. (对，它是数字5。)                                                                                   
            Yes, they are birds. （对，它们是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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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ʤ / (辅音/ ʤ /)，jug (壶)
复习：/ æ / -  / i / ,  apple(苹果)，ball(球)，cat(猫)，dog(狗)，egg(蛋)，finger(手指) , 
            goat(山羊)，hat(帽子)，ink(墨水)
课堂用语*： Stand up! (起立！) Silence! (安静！) Sit down! (坐下！) Be a (jug). 【假 
                       扮一 只壶)。】 Point to / ʤ /. Say / ʤ /. (指向/ ʤ /。 念 / ʤ /。)  What  
                       letter is it?（它是什么字母？）What begins with / ʤ /? （什么单词以 
                       / ʤ / 开头？）What does jug begin with? （jug以什么开头？）Colour  
                       the jugs with / ʤ /. （给含有/ ʤ / 的壶填色？） How many? （多少？）

二、奖品

漂亮水杯。如果小孩会读单词：jug，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漂亮水杯。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letter sound / ʤ / and a new word: jug, also review: / æ /,  / i / ,  apple, 
ball, cat, dog, egg, finger; goat, hat, ink;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

将学会辅音/ ʤ / 以及新单词：壶，同时还将复习：/ æ /,- / i / , 以及苹果、球、猫、

狗、蛋、手指、羊、帽子和墨水。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屏幕上的图片。）  
            复习：Unit 3，Lesson 5，课文练习1。  
    (2)、It's song time!（现在是唱歌时间！） 复习：Unit 3，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A goat in a hat （歌曲：一只戴帽子的山羊）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边听边跟着歌词唱） 
             歌词参见：Unit 3，Lesson 7，课文练习 4。

Lesson 5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指和说）
(1)、/ ʤ / （/ ʤ /）                                                                                              
         It says / ʤ /. （它读/ ʤ /。）                                                                                     
(2)、/ ʤ /, / ʤ /, / ʤ /. Say / ʤ /. （/ ʤ /，/ ʤ /，/ ʤ /。读/ ʤ /。）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3)、/ ʤ / （/ ʤ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4)、Say / ʤ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ʤ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5)、jug （壶）                                                                                                
        Say jug. （说壶。）                                                                                           
        Yes, it's a jug. （对，它是一个壶。）                                                                                          
(6)、jug （壶）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s a jug. （对，它是一个壶。）                                                                                         
(7)、jug （壶）                                                                                                
        Say ju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jug. （对，它是一个壶。）                                                                                         
(8)、/ ʤ / - jug. Jug begins with the sound / ʤ /. Note the / ʤ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jug. （/ ʤ / - jug。jug以辅音/ ʤ /开头。注意单词jug最开头的音素/         
        ʤ /。）   
(9)、/ ʤ / （/ ʤ /）                                                                                               
        Say / ʤ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 ʤ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10)、jug （壶）                                                                                                

          Say ju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jug. （对，它是一个壶。）                                                                                         
    (11)、/ ʤ /, / ʤ /, / ʤ / （/ ʤ /, / ʤ /, / ʤ /） 
              jug, jug, jug （壶，壶，壶）

              / ʤ /, / ʤ /, / ʤ / （/ ʤ /, / ʤ /, / ʤ /）
              jug, jug, jug  （壶，壶，壶）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魔指。描画字母。）
    (1)、/ ʤ / （/ ʤ /）                                                                                              
             It says / ʤ /. （它读/ ʤ /。）                                                                                     
    (2)、Say / ʤ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ʤ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

             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4. Game: j for jug（游戏：jug的j）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æ / (/ æ /)                                                                                              
             It says / æ /. （它读/ æ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apple （苹果）                                                                                              
             Say apple. （说苹果。）                                                                                         
             Mime eating an apple. （表演吃苹果。）                                                                                
             Yes, it says / æ /. （对，它读/ æ /。）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b / （/ b /）                                                                                              
             It says / b /.（它读/b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ll （球）                                                                                               
             Say ball. （说球。）                                                                                          
             Mime bouncing a ball. （表演拍球。）                                                                               
             Yes, it says / b /. （对，它读/ b /。）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t （猫）                                                                                                
         Say cat. （说猫。）                                                                                           
         Mime hands up like cat's paws. (表演像猫爪一样举手。)                                                                     
         Yes, it says / k /.（对，它读/ k /。）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d / （/ d /）                                                                                              
         / d /,/ d /,/ d /. Say / d /. （/ d /，/ d /，/ d /。读/ d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dog （狗）                                                                                                 
         Say dog. （说狗。）                                                                                           
         And pretend to be a dog and bark. （假扮狗，学狗叫。）                                                                    
         It says / d /. （它读/ d /。）                                                                                     
(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e / （/ e /）                                                                                              
         / e /,/ e /,/ e /. Say / e /. （/ e /，/ e /，/ e /。读/ e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egg （蛋）                                                                                                
         Say egg. （说蛋。）                                                                                           
         Show very pleasantly surprised. （表现出非常惊喜的表情。）                                                                    
         egg （蛋）                                                                                                
         Egg begins with.,. （egg以⋯⋯开头）                                                                                   
         / e / （/ e /）                                                                                               
         / e /,/ e /,/ e /. Say / e /. （/ e /，/ e /，/ e /。读/ e /。）                                                                     
         Yes, it says / e /. （对，它读/ e /。）                                                                                     
(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f / （/ f /）                                                                                              
         / f /, / f /, / f /. Say / f /. （/ f /，/ f /，/ f /。读/ f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finger （手指）                                                                                             
         Say finger. （说手指。）                                                                                         
         Mime waving fingers in the air. （表演在空中舞动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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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ger （手指）                                                                                             
         Finger begins with⋯.  (finger以⋯⋯开头。)                                                                             
         / f / （/ f /）                                                                                               
         / f /, / f /, / f /. Say / f /. （/ f /，/ f /，/ f /。读/ f /。）                                                                   
         Yes, it says / f /. （对，它读/ f /。）                                                                                     
(6)、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g / （/ g /）                                                                                               
         / g /,/ g /,/ g / Say / g /. （/ g /，/ g /，/ g /。读/ g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goat （山羊）                                                                                               
         Say goat. （说山羊。）                                                                                          
         And pretend to be a goat and bleat like a goat. （假扮山羊，学羊叫。）                                                       
         goat （山羊）                                                                                               
         Goat begins with⋯ （goat以⋯⋯开头）                                                                                  
         / g / （/ g /）                                                                                              
         / g /,/ g /,/ g / Say / g /. （/ g /，/ g /，/ g /。读/ g /。）                                                                      
         It says / g /. （它读/ g /。）                                                                                     
(7)、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h / （/ h /）                                                                                               
         / h /, / h /, / h /. Say / h /. （/ h /，/ h /，/ h /。读/ h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hat （帽子）                                                                                                
         Say hat. （说帽子。）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8)、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i / （/ i /）                                                                                               
         / i /, / i /, / i /. Say / i /. （/ i /，/ i /，/ i /。读/ i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ink （墨水）                                                                                                 
         Say ink. （说墨水。）                                                                                            
         Yes, it says / i /. （对，它读/ i /。）                                                                                     
(9)、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ʤ / （/ ʤ /）                                                                                              

         / ʤ /, / ʤ /, / ʤ /. Say / ʤ /. （/ ʤ /，/ ʤ /，/ ʤ /。读/ ʤ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jug （壶）                                                                                                
         Say jug. （说壶。）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5. Quiet time（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letter g. Help the letter g find the word jug. 

    (描写字母g。帮助字母 g 找到单词jug。)

    (1)、/ ʤ / (/ ʤ /)                                                                                              
             It says / ʤ /. (它读/ ʤ /。)                                                                                     
    (2)、/ ʤ /  (/ ʤ /)                                                                                                
             It says / ʤ /.  (它读/ ʤ /。)                                                                                       
             Say / ʤ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ʤ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3)、/ ʤ /  (/ ʤ /)                                                                                               
             Point to / ʤ /. （指向/ ʤ /。）                                                                                    
             Say / ʤ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ʤ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4)、What begins with / ʤ /? （什么以/ ʤ /开头？）                                                                            
    (5)、jug （壶）                                                                                                
             Point to the jug. （指向壶。）                                                                                  
             Say ju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6)、Decorate the large jug by tracing the letter j shapes. 
           （通过描画字母j的造型，装饰那个大壶。）                                             
             Good work.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Letter palm（手掌字母）
    (1)、/ ʤ / （/ ʤ /）                                                                                              
             It says / ʤ /. （它读/ ʤ /。）                                                                                     
    (2)、Say / ʤ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ʤ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9. Game：Picture match（游戏：配图）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goat （山羊）                                                                                                
             It is a goat. （它是一只山羊。）                                                                                      
             Say goat. （说山羊。）                                                                                          
             Goat begins with ⋯ （goat以⋯⋯开头）                                                                                  
             / g / （/ g /）                                                                                               
             It says / g /. （它读/ g /。）                                                                                     
             / g /, / g /, / g /. Say / g /. （/ g /，/ g /，/ g /。读/ g /。）                                                                      
             Move the picture of the letter / g / to match the card that begins with g. 
           （移动字母/ g /的图片，来匹配以g开头的卡片。）                             
             Yes, it is a goat. （对，它是一只山羊。）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hat （帽子）                                                                                                
             It is a hat. （它是一顶帽子。）                                                                                       
             Say hat. （说帽子。）                                                                                           
             Hat begins with .... （hat以⋯⋯开头）                                                                               
             / h / （/ h /）                                                                                              
             It says / h /. （它读/ h /。）                                                                                     
             / h /, / h /, / h /. Say / h /. （/ h /，/ h /，/ h /。读/ h /。）                                                                   
             Move the picture of the letter / h / to match the card that begins with h. 
           （移动字母/ h /的图片，来匹配以h开头的卡片。）                               
             Yes, it is a hat. （对，它是一顶帽子。）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ink （墨水）                                                                                                 

             It is an ink. （它是一瓶墨水。）                                                                                      
             Say ink. （说墨水。）                                                                                           
             Ink begins with / i /. （ink以/ i /开头。）                                                                             
             / i / （/ i /）                                                                                               
             It says / i /. （它读/ i /。）                                                                                     
             / i /, / i /, / i /. Say / i /. （/ i /，/ i /，/ i /。读/ i /。）                                                                   
             Move the picture of the letter / i / to match the card that begins with i. 
           （移动字母/ i /的图片，来匹配以i开头的卡片。）                             
             Yes, it is an ink. （对，它是一瓶墨水。）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jug （壶）                                                                                                
             It's a jug.（它是一个壶。）                                                                                          
             Say jug. （说壶。）                                                                                            
             What does jug begin with? （jug以什么开头？）                                                                          
             / ʤ / （/ ʤ /）                                                                                              
             It says / ʤ /. （它读/ ʤ /。）                                                                                     
             / ʤ /, / ʤ /, / ʤ /. Say / ʤ /. （/ ʤ /，/ ʤ /，/ ʤ /。读/ ʤ /。）                                                                     
             Move the picture of the letter / ʤ / to match the card that begins with j. 
           （移动字母/ ʤ /的图片，来匹配以j开头的卡片。）                             
             It's a jug. （它是一个壶。）                                                                                          
10. Activity: Colour the jugs that contain letter j. Say j ⋯ jug. 

     (活动：给含有字母 j 的壶填色。朗读： j ⋯ jug。)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3)、Colour the jugs with / ʤ /. （为含有/ ʤ /的壶上色。）                                                                         
             Yes, it's a jug. （对，它是一个壶。）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jug （壶）                                                                                                
             Say ju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they are jugs. (对，它们是壶。)                                                                                     
    (6)、How many jugs have / ʤ /? （多少个壶含有/ ʤ /？）                                                                          
    (7)、five （5）                                                                                               
             Say / ʤ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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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ʤ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8)、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9)、/ ʤ / （/ ʤ /）                                                                                              
         Say / ʤ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ʤ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10)、/ ʤ / （/ ʤ /）                                                                                              
           It says / ʤ /. （它读/ ʤ /。）                                                                                     
           Say / ʤ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k / (辅音/ k /)，kite(风筝)
复习：/ æ / -- / ʤ /,  apple(苹果)，ball(球)，cat(猫)，dog(狗)，egg(蛋)，finger(手指) , 
            goat(山羊)，hat(帽子)，ink(墨水) ，jug(壶)
课堂用语*：Point to / k /. Say / k /. (指向 / k /。念 / k /。)  Colour the kite with / k /.   
                      (给带/ k /的风筝涂色。)  Kite begin with ⋯.（单词kite以⋯⋯开头。)    
                      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What begins with / k /? （什么单词以 / k / 开头？)  Is this / k /? （它是音 
                      标/ k /？） Trace the letter. （描写字母。）

二、奖品

风筝。如果小孩会读单词：kite，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风筝。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letter sound / k / and a new word: kite, and also review: / æ /  --  / ʤ /,  apple, 
ball, cat, dog, egg, finger, goat. hat, ink, jug.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

Lesson 6

你将学会辅音 / k / 以及新词：风筝，同时还将复习：/ æ /  --  / ʤ /以及苹果、球、

猫、狗、蛋、手指，山羊，帽子，墨水和水壶。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屏幕上的图片。）                                                                  
             / æ / （/ æ /）                                                                                              
             apple （苹果）                                                                                              
             / b / （/ b /）                                                                                              
             ball （球）                                                                                               
             / k / （/ k /）                                                                                              
             cat （猫）                                                                                                

             / d / （/ d /）                                                                                              
             dog （狗）                                                                                                
             / e / （/ e /）                                                                                               
             egg （蛋）                                                                                                
             / f / （/ f /）                                                                                              
             finger （手指）                                                                                             
    (2)、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复习：Unit 3，Lesson 7，
             练习4，Song: A goat in a hat （歌曲：一只戴帽子的山羊）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2)、/ k /, / k /, / k /. Say / k /. （/ k /，/ k /，/ k /。读/ k /。）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3)、/ k / （/ k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4)、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5)、kite （风筝）                                                                                               
             Say kite. （说风筝。）                                                                                          
             Yes, it's a kite. （对，它是一个风筝。）                                                                                       
    (6)、kite （风筝）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s a kite. （对，它是一个风筝。）                                                                                        
    (7)、kite （风筝）                                                                                                
             Say kit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风筝，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kite. （对，它是一个风筝。）                                                                                        
    (8)、/ k / - kite. Kite begins with the sound / k /. Note the / k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kite. 
           （/ k / - kite。Kite以辅音/ k /开头。注意单词kite最开头的音素/ k /。）
    (9)、/ k / （/ k /）                                                                                              

         （读/ ʤ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11)、Jug begins with / ʤ /. （jug以/ ʤ /开头。）                                                                             
           / ʤ / - jug. Jug begins with the sound / ʤ /. Note the / ʤ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jug. 
         （/ ʤ /-jug。jug以辅音/ ʤ /开头。注意单词jug最开头的音素/ ʤ /。）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Yes, it's a jug. （对，它是一个壶。）                                                                                          
11.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j、

      jug。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10)、kite （风筝）                                                                                               
               Say kit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风筝，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kite. （对，它是一个风筝。）                                                                                       
    (11)、/ k /, / k /, / k /; （/ k /, / k /, / k /；）
               Kite, kite, kite; （风筝，风筝，风筝；）

               / k /, / k /, / k /; （/ k /, / k /, / k /；）
               Kite, kite, kite. （风筝，风筝，风筝。）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2)、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k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4. Game: Run and match （游戏： 跑去找）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ʤ / （/ ʤ /）                                                                                              
             Say / ʤ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ʤ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jug （水壶）                                                                                                
             Say ju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水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jug. （对，它是一个水壶。）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 / （/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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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kite （风筝）                                                                                               
             Say kit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风筝，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kite. （对，它是一个风筝。）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letter k. Colour the kites with k.  

      (描写字母 k。 给含有 k 的风筝涂色。)

    (1)、/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2)、/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k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画字母。）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3)、/ k / （/ k /）                                                                                               
             Point to / k /. （指向/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k /.（对，它读/ k /。）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kite （风筝）                                                                                               
             Say kit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风筝，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kite. （对，它是一个风筝。）                                                                                       
    (6)、What does kite begin with? （kite以什么开头？）                                                                         
    (7)、/ k / （/ k /）                                                                                               
             Point to / k /. （指向/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8)、Only colour the kites that contain the letter k. （只给含有字母k的风筝涂色。）                                                   
             kite （风筝）                                                                                                
             They are kites. （它们是风筝。）                                                                                    
             Good work. （干得漂亮。）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k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画字母。）

    (2)、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9. Game: Run  （游戏：传卡片）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kite （风筝）                                                                                               
             It's a kite. （它是一个风筝。）                                                                                       
             Say kite. （说风筝。）                                                                                          
             What does kite begin with? （kite以什么开头？）                                                                         
             /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 k /, / k /, / k /. Say / k /. (/ k /, / k /, / k /。读/ k /。)                                                                      
             Move the picture of the letter k to match the card that begins with / k /. 
           （移动字母k的图片来匹配以/ k /开头的卡片。）                             
             Yes, it's a kite. （对，它是一个风筝。）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hat （帽子）                                                                                                
             It is a hat. （它是一顶帽子。）                                                                                       
             Say hat. （说帽子。）                                                                                            
             Hat begins with .... （hat以⋯⋯开头。）                                                                              

             / h / （/ h /）                                                                                               
             It says / h /. (它读/ h /。)                                                                                      
             / h /, / h /, / h /. Say / h /. （/ h /，/ h /，/ h /。读/ h /。）                                                                   
             Move the picture of the letter / h / to match the card that begins with h. 
           （移动字母/ h /的图片来匹配以h开头的卡片。）                             
             Yes, it is a hat. （对，它是一顶帽子。）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ink （墨水）                                                                                                 
             It is an ink. （它是一瓶墨水。）                                                                                      
             Say ink. （说墨水。）                                                                                           
             Ink begins with / i /. （ink以/ i /开头。）                                                                             
             / i / （/ i /）                                                                                               
             It says / i /. （它读/ i /。）                                                                                     
             / i /, / i /, / i /. Say / i /. （/ i /，/ i /，/ i /。读/ i /。）                                                                   
             Move the picture of letter / i / to match the card that begins with i. 
           （移动字母/ i /的图片，来匹配以i开头的卡片。）                             
             Yes, it is an ink. (对，它是一瓶墨水。)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jug （水壶）                                                                                                 
             It's a jug. （它是一个水壶。）                                                                                          
             Say jug. （说水壶。）                                                                                            
             What does jug begin with? （jug以什么开头？）                                                                          
             / ʤ / （/ ʤ /）                                                                                              
             It says / ʤ /. （它读/ ʤ /。）                                                                                     
             / ʤ /, / ʤ /, / ʤ /. Say / ʤ /. （/ ʤ /，/ ʤ /，/ ʤ /。读/ ʤ /。）                                                                     
             Move the picture of the letter / ʤ / to match the card that begins with j. 
           （移动字母/ ʤ /的图片来匹配以j开头的卡片。）                             
             It's a jug. (它是一个水壶。)                                                                                         
10. Activity: Look and say. Trace the starting letter.

     (活动：看然后说。描写开头的字母。)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kite （风筝）                                                                                               

              Say kit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风筝，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kite. （对，它是一个风筝。）                                                                                       
(5)、What does kite begin with? （kite以什么开头？）                                                                         
(6)、/ k / （/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7)、Is this / k /? （这是/ k /吗？）                                                                                      
(8)、No. （不是。）                                                                                                
         Is this / k /? （这是/ k /吗？）                                                                                     
(9)、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Trace / k /. （描画/ k /。）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1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1)、jug （水壶）                                                                                                
          Say ju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水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jug. （对，它是一个水壶。）                                                                                          
(12)、What does jug begin with? （jug以什么开头？）                                                                           
(13)、/ ʤ / （/ ʤ /）                                                                                               
          Say / ʤ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ʤ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14)、Is this / ʤ /? （这是/ ʤ /吗？）                                                                                      
(15)、No. （不是。）                                                                                                
          Is this / ʤ /? （这是/ ʤ /吗？）                                                                                      
(16)、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Trace / ʤ /. （描画/ ʤ /。）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1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8)、hat （帽子）                                                                                                
          Say h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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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l / (辅音/ l /)，lion(狮子)
复习： / ʤ /，/ k /，jug(壶)，kite(风筝)
课堂用语*：Point to (letter) l.  Say / l / 【指向(字母)l。念 / l /。】Lion begins with / l /.
                       (lion以 / l / 开头。) Find / l /. （找到/ l /。）Look and stick. (看然后贴。)  
                       Trace / l /.  (描写 / l /。)
二、奖品

狮子玩具。如果小孩会读单词：lion，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玩具狮子。

Lesson 7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letter sound / l / and a new word: lion, also review: / ʤ /, / k /, jug, 
kite.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辅音 / l / 以及新单词：狮

子，同时还将复习：/ ʤ /, / k / 以及壶，风筝。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6，课文练习 4，Game: Run and match （游戏：跑然后找到）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l / (/ l /)                                                                                               
             It says / l /. (它读/ l /。)                                                                                     
    (2)、/ l /, / l /, / l /. Say / l /. （/ l /，/ l /，/ l /。读/ l /。）                                                                   
             Yes, it says / l /. （对，它读/ l /。）                                                                                     
    (3)、/ l / （/ l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says / l /. （对，它读/ l /。）                                                                                     
    (4)、Say / l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l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l /. （对，它读/ l /。）                                                                                     
    (5)、lion （狮子）                                                                                               
             Say lion. （说狮子。）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一头狮子。）                                                                                      
    (6)、lion （狮子）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一头狮子。）                                                                                       
    (7)、lion （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一头狮子。）                                                                                       
    (8)、/ l / - lion. Lion begins with the sound / l /. Note the / l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lion. 
           （/ l / - lion。Lion以辅音/ l /开头。注意单词lion最开头的音素/ l /。）
    (9)、/ l / （/ l /）                                                                                              
             Say / l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l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l /. （对，它读/ l /。）                                                                                     
    (10)、lion （狮子）                                                                                                

        （说帽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hat. （对，它是一顶帽子。）                                                                                       
(19)、What does hat begin with? （hat以什么开头？）                                                                          
(20)、/ h / （/ h /）                                                                                              
          Say / h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h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21)、Is this / h /? （这是/ h /吗？）                                                                                     
(22)、No. （不是。）                                                                                                
          Is this / h /? （这是/ h /吗？）                                                                                     
(23)、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Trace / h /. （描画/ h /。）                                                                                       
          Yes, it says / h /. （对，它读/ h /。）                                                                                      
(2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25)、/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k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画字母。）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2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7)、kite （风筝）                                                                                                
                It's a kite. （它是一个风筝。）                                                                                       
                Say kit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风筝，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kite. （对，它是一个风筝。）                                                                                       
     (28)、Kite begins with / k /. （kite以/ k /开头。）                                                                            
                / k / - kite. Kite begins with the sound / k /. Note the / k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kite. （/ k / - kite。Kite以辅音/ k / - kite开头。注意单词kite最
                开头的音素/ k /。） 
11.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k、kite。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一头狮子。）                                                                                        
    (11)、/ l /, / l /, / l /; （/ l /, / l /, / l /；）
             lion, lion, lion; （狮子，狮子，狮子；）

             / l /, / l /, / l /; （/ l /, / l /, / l /；）
             lion, lion, lion. （狮子，狮子，狮子。）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l / （/ l /）                                                                                               
             It says / l /. （它读/ l /。）                                                                                     
    (2)、Say / l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l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l /. （对，它读/ l /。）                                                                                       
4. Song: The lion has a kite （歌曲：狮子有一个风筝）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屏幕上的图片。）                                                                 
             / ʤ / （/ ʤ /）                                                                                              
             jug （水壶）                                                                                                
             / k / （/ k /）                                                                                              
             kite （风筝）                                                                                                
             / l / （/ l /）                                                                                              
             lion （狮子）                                                                                               
             / g / （/ g /）                                                                                               
             goat （山羊）                                                                                               
             / h / （/ h /）                                                                                              
             hat （帽子）                                                                                                
             / i / （/ i /）                                                                                              
             ink （墨水）                                                                                                
    (2)、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The lion has a kite. （狮子有一个风筝。）

             表演：当显示狮子图片时，老师或家长表演狮吼声音；

             The lion has a kite. （狮子有一个风筝。）

             l for lion, k for kite. （lion的l，kite的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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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ion has a jug. (狮子有一个水壶。)
             The lion has a jug. (狮子有一个水壶。)
             l for lion, （lion的l,）
             j for jug. (jug的j。)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边听边跟着歌词唱。） 
             歌词参见：本课，4. Song: The lion has a kite （歌曲：狮子有一个风筝）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Find the letters. Look and stick.  (找到字母。看然后贴。)

    (1)、/ l / （/ l /）                                                                                               
             It says / l /. （它读/ l /。）                                                                                      
    (2)、/ l / （/ l /）                                                                                              
             It says / l /. （它读/ l /。）                                                                                     
             Say / l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l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l /. （对，它读/ l /。）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4)、/ ʤ / （/ ʤ /）                                                                                               
             Point to / ʤ /. （指向/ ʤ /。）                                                                                    
             Say / ʤ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ʤ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6)、/ ʤ / （/ ʤ /）                                                                                              
             Find another / ʤ /. （找到另一个/ ʤ /。）                                                                                
             Say / ʤ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ʤ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7)、What begins with / ʤ /? （什么以/ ʤ /开头？）                                                                            
    (8)、jug （水壶）                                                                                                 
             Point to the jug. （指向水壶。）                                                                                  
             Say ju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水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jug. （对，它是一个水壶。）                                                                                          
(9)、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0)、/ k / （/ k /）                                                                                              
           Point to / k /. （指向/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1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2)、/ k / （/ k /）                                                                                               
           Find another / k /. （找到另一个/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13)、What begins with / k /? （什么以/ k /开头？）                                                                            
(14)、kite （风筝）                                                                                               
           Point to the kite. （指向风筝。）                                                                                 
           Say kit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风筝，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s a kite. （对，它是一个风筝。）                                                                                        
(1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6)、/ l / （/ l /）                                                                                              
           Point to / l /. （指向/ l /。）                                                                                   
           Say / l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l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l /. （对，它读/ l /。）                                                                                      
(17)、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8)、/ l / （/ l /）                                                                                              
           Find another / l /. （找到另一个/ l /。）                                                                                
           Say / l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l /，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l /. （对，它读/ l /。）                                                                                      
(19)、What begins with / l /? （什么以/ l /开头？）                                                                            

    (20)、lion （狮子）                                                                                                
               Point to the lion. （指向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一头狮子。）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复习：Unit 1，Lesson 3，课文每周之星。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9. Game: Memory （游戏：回忆）
    (0)、Is it / ʤ /? （它是/ ʤ /？）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 ʤ /, / ʤ /, / ʤ /. Say / ʤ /. （/ ʤ /，/ ʤ /，/ ʤ /。读/ ʤ /。）                                                                     
             What begins with / ʤ /? （什么以/ ʤ /开头？）                                                                             
             jug （水壶）                                                                                                
             Say ju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水壶，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 ʤ /, / ʤ /, / ʤ /. Say / ʤ /. （/ ʤ /，/ ʤ /, / ʤ /。读/ ʤ /。）                                                                     
    (1)、Is it / k /? （它是/ k /吗？）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 k /, / k /, / k /. Say / k /. （/ k /，/ k /，/ k /。读/ k /。）                                                                   
             What begins with / k /? （什么以/ k /开头？）                                                                            
             kite （风筝）                                                                                                
             Say kit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风筝，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2)、Is it / l /? （它是/ l /吗？）                                                                                       
             Yes, it says / l /. （对，它读/ l /。）                                                                                     
             / l /, / l /, / l /. Say / l /. （/ l /，/ l /，/ l /。读/ l /。）                                                                    
             What begins with / l /? （什么以/ l /开头？）                                                                            
             lion （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says / l /. （对，它读/ l /。）                                                                                     
10、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l / （/ l /）                                                                                               
             It says / l /. （它读/ l /。）                                                                                     
    (2)、Say / l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l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l /. （对，它读/ l /。）
11. Activity: Trace and say l ⋯ lion.  

       (活动：描写然后说： / l / ⋯ lion。)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4)、/ l / （/ l /）                                                                                              
             It says / l /. （它读/ l /。）                                                                                     
             Trace / l /. （描画/ l /。）                                                                                       
             Say / l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l /，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从圆点开始沿着箭头的方向描写字母。）

             Yes, it says / l /. （对，它读/ l /。）                                                                                      
    (5)、What begins with / l /? （什么以/ l /开头？）                                                                            
    (6)、lion （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一头狮子。）                                                                                       
    (7)、Trace the lion's mane to complete the picture. （描画狮子的鬃毛完成图片。）                                                     
             Yes, it is a lion. （对，它是一头狮子。）                                                                                       
    (8)、Lion begins with / l /. （lion以/ l /开头。）                                                                            
             / l / - lion. Lion begins with the sound / l /. Note the / l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lion. 
           （/ l / - lion。Lion以辅音/ l /开头。注意单词lion最开头的音素/ l /。）
12. Review （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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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课摘要
复习： lion(狮子)，tiger(老虎)，elephant(大象)，mouse(老鼠)，bird(小鸟)，monkey 
             (猴子)，/ j /，/  k  /，/ l /，jug(壶)，kite(风筝)
课堂用语*：What's this? (这是什么？) Point to a (monkey) 【指向一只（猴子）。】 
                      Listen and point. (听然后指。)  Is it a (tiger) ?【它是(老虎)吗？】 Wear your  
                      masks.  (戴上你的面具。) Act the story.  (按照故事表演。)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What begins with / j /? (什么单词以 / j / 开头？) 
二、奖品
去动物园游玩。如果小孩会读复习中的任何单词，就可以奖励去动物园游玩。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review: lion, tiger, elephant, mouse, bird, monkey, jug and kite; 也可以用中文

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复习：狮子, 老虎, 大象, 老鼠, 小鸟, 猴子, 壶和

风筝。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屏幕上的图片。）                                                                 
             / ʤ / （/ ʤ /）                                                                                              
             jug （水壶）                                                                                                
             / k / （/ k /）                                                                                              
             kite （风筝）                                                                                               
             / l / （/ l /）                                                                                              
             lion （狮子）                                                                                               
             / g / （/ g /）                                                                                               
             goat （山羊）                                                                                                
             / h / （/ h /）                                                                                              

Lesson 8

             hat （帽子）                                                                                                
             / i / （/ i /）                                                                                              
             ink （墨水）                                                                                                 
    (2)、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复习：第 7 课，课文练习 4：
             Song: The lion has a kite （歌曲：狮子有一个风筝）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边听边跟着歌词唱。） 
             歌词参见：Lesson 7，课文练习4。     
    (4)、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复习：第 4 课，课文练习3，
             Song: Five green birds （歌曲：五只绿色的小鸟）

    (5)、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边听边跟着歌词唱。） 
             歌词参见：Lesson 4，课文练习3。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lion （狮子）                                                                                               
             yes （是的）                                                                                                
             It is a lion. （它是一头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狮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lion （狮子）                                                                                                
             yes （是的）                                                                                                 
             It is a lion. （它是一头狮子。）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monkey （猴子）                                                                                              
             yes （是的）                                                                                                
             It is a monkey. （它是一只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猴子，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monkey （猴子）                                                                                             
             yes （是的）                                                                                                
             It is a monkey. （它是一只猴子。）                                                                                     

(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6)、mouse （老鼠）                                                                                              
         yes （是的）                                                                                                
         It's a mouse. （它是一只老鼠。）                                                                                      
         Say mou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鼠，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mouse （老鼠）                                                                                              
         yes （是的）                                                                                                
         It's a mouse. （它是一只老鼠。）                                                                                      
(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8)、bird （小鸟）                                                                                                
         yes （是的）                                                                                                
         It's a bird. （它是一只小鸟。）                                                                                       
         Say bir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小鸟，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bird （小鸟）                                                                                               
         yes （是的）                                                                                                 
         It's a bird. （它是一只小鸟。）                                                                                       
(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0)、tiger （老虎）                                                                                               
         yes （是的）                                                                                                
         It is a tiger. （它是一只老虎。）                                                                                       
         Say ti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老虎，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tiger （老虎）                                                                                               
         yes （是的）                                                                                                 
         It is a tiger. （它是一只老虎。）                                                                                        
(1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2)、elephant （大象）                                                                                           
           yes （是的）                                                                                                
           It is an elephant. （它是一头大象。）                                                                                 
           Say elephan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大象，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elephant （大象）                                                                                           

               yes （是的）                                                                                                
               It is an elephant. （它是一头大象。）                                                                                 
    (13)、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Look at the boys and girls. They have animal masks. 
             （看男孩和女孩们。他们有动物面具。）

               Listen and point.  （听然后指。）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Is it a mouse?   （它是一只老鼠吗？）

               Is it a bird?     （它是一只小鸟吗？）

               Is it a lion?    （它是一头狮子吗？）

               Yes. It's a lion.   （是。它是一头狮子。）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Is it a lion?  （它是一头狮子吗？）

               Is it a mouse? （它是一只老鼠吗？）

               Is it a bird? （它是一只小鸟吗？）

               Yes. It's a bird.  （是。它是一只小鸟。）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Is it a bird?   （它是一只小鸟吗？）

               Is it a lion?  （它是一头狮子吗？）

               Is it a mouse? （它是一只老鼠吗？）

               Yes. It's a mouse.  （是。它是一只老鼠。）

3. Listen and trace. （听然后描。）
    (1)、Look at the three picture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They are the three stages of          
             making the masks. （看页底的三张图片。它们是制作面具的三个步骤。）

    (2)、First, colour the picture with a crayon. （第一，用蜡笔给图片上色。）                                                            
    (3)、Second, cut out the picture with scissors. （第二，用剪刀把图片剪下来。）                                                         
    (4)、Third, put in the string. （第三，拴上绳子。）                                                            
    (5)、Draw lines, from left to right, to join the pictures, starting at the dots. 
           （从圆点开始从左向右画线，把图片连起来。）                         
4. Make the animal mask.（制作动物面具。）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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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ird （小鸟）                                                                                                
             It's a mask of bird. （它是一个小鸟的面具。）                                                                                
             Now begin making masks of bird. （现在开始制作小鸟面具。）                                                                    
    (3)、Colour the masks of bird. （为小鸟面具上色。）                                                                          
    (4)、Cut out the masks, along the dotted lines. （沿着虚线把面具剪下来。）                                                          
    (5)、Make holes, where indicated, for the string. （在指定位置打孔，用来穿绳子。）                                                       
    (6)、Thread the string through the holes. （把绳子穿过孔。）                                                                
    (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8)、lion （狮子）                                                                                               
             It's a mask of lion. （它是一个狮子面具。）                                                                               
             Now begin making masks of lion. （现在开始制作狮子面具。）                                                                    
    (9)、Colour the masks of lion. （为狮子面具上色。）                                                                           
    (10)、Cut out the masks, along the dotted lines. （沿着虚线把面具剪下来。）                                                           
    (11)、Make holes, where indicated, for the string. （在指定位置打孔，用来穿绳子。）                                                       
    (12)、Thread the string through the holes. （把绳子穿过孔。）                                                                
    (1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4)、mouse （老鼠）                                                                                              
               It's a mask of mouse. （它是一个老鼠面具。）                                                                              
               Now begin making masks of mouse. （现在开始制作老鼠面具。）                                                                    
    (15)、Colour the masks of mouse. （为老鼠面具上色。）                                                                         
    (16)、Cut out the masks, along the dotted lines. （沿着虚线把面具剪下来。）                                                         
    (17)、Make holes, where indicated, for the string. （在指定位置打孔，用来穿绳子。）                                                         
    (18)、Thread the string through the holes. （把绳子穿过孔。）                                                               
5. Wear the masks and act the story.  （戴上面具，并表演故事。）
    (1)、 JOJO: Look. A bird. （优优：看。一只小鸟。）

             LUCY: Yes, Jojo. It is a bird. （露西：是的，优优。它是一只小鸟。）                                               
    (2)、Mime being a bird. （模仿小鸟。）                                                                                 
    (3)、JOJO: Look. A mouse. （优优：看。一只老鼠。）

             LUCY: Yes, Jojo. It is a mouse. （露西：是的，优优。它是一只老鼠。）                                             
    (4)、Mime being a mouse. （模仿老鼠。）                                                                                 
    (5)、JOJO: Look. A lion. （优优：看。一头狮子。）

             LUCY: A lion? Where is the lion? （露西：狮子？狮子在哪里？）                                              
    (6)、Mime being a lion. （模仿狮子。）                                                                                 
    (7)、LUCY: No, Jojo. It is not a lion. It is Tom! 

           （露西：不，优优。它不是一头狮子。它是汤姆。）                                                     
    (8)、Jump in the air and mime taking off a mask. （跳向空中，模拟表演摘掉面具。）                                                        
6.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7. Game: Match the letters and pictures  (游戏：匹配字母与图片)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ʤ / （/ ʤ /）                                                                                              
             It says / ʤ /. （它读/ ʤ /。）                                                                                     
             / ʤ /, / ʤ /, / ʤ /. Say / ʤ /. （/ ʤ /，/ ʤ /，/ ʤ /。读/ ʤ /。）                                                                     
             What begins with / ʤ /? （什么以/ ʤ /开头？）                                                                            
             jug （水壶）                                                                                                
             It's a jug. （它是一个水壶。）                                                                                          
             Say jug. （说水壶。）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the letter j and move to / ʤ /. 
           （找到一个以字母j开头的单词，然后移动到/ ʤ /。）                                           
             Yes, it says / ʤ /. (对，它读/ ʤ /。)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 k /, / k /, / k /. Say / k /. （/ k /，/ k /，/ k /。读/ k /。）                                                                    
             What begins with / k /? （什么以/ k /开头？）                                                                            
             kite （风筝）                                                                                               
             It's a kite. （它是一个风筝。）                                                                                        
             Say kite. （说风筝。）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the letter k and move to / k /. 
           （找到一个以字母k开头的单词，然后移动到/ k /。）                                           
             Yes, it says / k /. （对，它读/ k /。）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l / （/ l /）                                                                                              
             It says / l /. （它读/ l /。）                                                                                     
             / l /, / l /, / l /. Say / l /. （/ l /，/ l /，/ l /。读/ l /。）                                                                   
             What begins with / l /? （什么以/ l /开头？）                                                                            
             lion （狮子）                                                                                               

             It is a lion. （它是一头狮子。）                                                                                       
             Say lion. （说狮子。）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the letter l and move to / l /. 
           （找到一个以字母l开头的词，然后移动到/ l /。）                                           
             It says / l /. （它读/ l /。）                                                                                     
8. Musical words （音乐词汇）
    (0)、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one （1）                                                                                                
             Point to one. （指向1。）                                                                                      
             Say one. （说1。）                                                                                           
             one （1）                                                                                                 
             Draw number one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1。）                                                                         
             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one with your finger. 
           （说1，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                          
             Yes, it's number one. （对，它是数字1。）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two （2）                                                                                                
             Point to number two. （指向数字2。）                                                                                
             Say two. （说2。）                                                                                           
             two （2）                                                                                                
             Draw number two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2。）                                                                        
             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wo with your finger. 
           （说2，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它是数字2。）                                                                                    
    (2)、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three （3）                                                                                               
             Point to number three. （指向数字3。）                                                                              
             Say three. （说3。）                                                                                         
             three （3）                                                                                              
             Draw number three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3。）                                                                      
             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hree with your finger. 

           （说3，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它是数字3。）                                                                                 
    (3)、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four （4）                                                                                                
             Point to number four. （指向数字4。）                                                                              
             Say four. （说4。）                                                                                          
             four （4）                                                                                               
             Draw number four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4。）                                                                       
             four （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our with your finger. 
             (说4，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4。)                         
             Yes, it's number four. （对，它是数字4。）                                                                                  
    (4)、What number is it, Jojo? （它是数字几，优优？）                                                                           
             five （5）                                                                                                
             Point to number five. （指向数字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5，然后去前面，指图片。）                                           
             five  （5）                                                                                               
             Draw number five in the air. （在空中画数字5。）                                                                       
             five  （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ive with your finger.
             (说5，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5。)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它是数字5。）                                                                                  
9. Review （复习）
    本课文为本单元最后一课，课文将复习本单元所学的全部关键词（课文目录区

    中深红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巩固所学的知识。子）】。 Listen and 
    point. (听然后指。)  Is it a (tiger) [它是(老虎)吗？] Wear your masks.  (戴上你的

    面具。) Act the story.  (按照故事表演。)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What 
    begins with / j /? (什么单词以 / j /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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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5 Clothes （第五单元 衣物）

Lesson 1

一、单元目标：第五单元结束，小孩将能够：
• 认识并会念这六个衣物的名称：毛衣，长裤，裙子，短裤，鞋子，T恤
• 理解并能叙述一个简单的故事：穿上你的长裤。

• 欣赏一首有关食物的歌并通过小鼓和沙铃进行音乐伴奏

• 认识小写字母m, n 和o以及与之对应的音标：/ m /, / n /, / o /
• 认识三个以/ m /, / n /,/ o /为首音标的单词：猴子，鼻子，橙汁

• 认识数字6 和 7 并数到7
• 进一步开提高觉区分能力，找到相似当不同物体

• 锻炼小肌肉群，包括通过迷宫

• 领会并给纸娃娃穿衣

• 使用动物面具表演一个简单故事

•  理解附加的课堂用语。例如：穿上你的（鞋）；脱下你的（长裤）；这些是什 
   么？它是一件（裙子）吗？

二、本课摘要
新词汇：jumper(毛衣) ， trousers (长裤)， skirt(裙子) 
复习词汇：lion (狮子)， tiger (老虎)， elephant (大象)， monkey (猴子)， 
                    bird (小鸟) ，mouse (老鼠)
课堂用语：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A red jumper. (一件红毛衣。) Blue trousers (蓝色长裤。)
                     Point to a (skirt) 【指向一条(裙子)。】
                     Point to another (skirt) 【指向另外(裙子)。】
                     Match. (匹配。) Draw a line. (画一条线。)Trace the lines. (描线。)
三、奖品

裤子。如果小孩会读单词：jumper， trousers， skirt，就可以奖励小孩一条裤子。

四、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use the following new word: jumper, trousers, skirt. Review: lion, tiger, 
elephant , monkey, bird , mouse.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

如下新单词：毛衣，长裤，裙子。复习：狮子，老虎，大象，猴子，小鸟，老鼠。

五、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 Lesson 1, 五。
六、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Unit 4，Lesson 2，课文练习 4，Song: Animals song. （歌曲：动物歌。）

2. Listen and repeat （跟读）
    (1)、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2)、jumper (毛衣)                                                                                             
            Say jumper. (读“毛衣”)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件毛衣。)                                                                                    
    (3)、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4)、trousers (长裤)                                                                                           
             Say trousers. (读“长裤”)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这是长裤。)                                                                                 
    (5)、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6)、skirt (裙子)                                                                                             
             Say skirt. (读“裙子”)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条裙子。)                                                                                     
    (8)、skirt (裙子)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条裙子。)                                                                                      
    (10)、jumper (毛衣)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件毛衣。)                                                                                     
    (12)、trousers (长裤)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这是长裤。)                                                                                  
    (14)、skirt  (裙子)                                                                                              
    (15)、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条裙子。)                                                                                      
    (16)、jumper (毛衣)                                                                                              
    (17)、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件毛衣。)                                                                                      
    (18)、trousers (长裤)                                                                                            
    (19)、Say trouse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长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这是长裤。)                                                                                  
3. Chant: Jumper and trousers and skirt  （朗诵：毛衣和长裤和裙子）
    (1)、Chant: Jumper and trousers and skirt （朗诵：毛衣和长裤和裙子）

             Jumper and trousers  (毛衣和长裤)  
             And skirt, skirt, skirt.  (和裙子，裙子，裙子。)  表演：指向女孩裙子。

             Jumper and trousers  (毛衣和长裤)  
             And skirt, skirt, skirt.  (和裙子，裙子，裙子。)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3)、skirt (裙子)                                                                                               
    (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条裙子。)                                                                                      
    (5)、jumper  (毛衣)                                                                                            
    (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件毛衣。)                                                                                      
    (7)、trousers (长裤)                                                                                           
    (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这是长裤。)                                                                                 
    (9)、skirt (裙子)                                                                                               
    (10)、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条裙子。)                                                                                     
     (11)、jumper (毛衣)                                                                                               
     (12)、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件毛衣。)                                                                                     
     (13)、trousers  (长裤)                                                                                           
     (14)、Say trouse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长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这是长裤。)                                                                                    
4.  Game: Pass the cards  （游戏：传卡片）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jumper  (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件毛衣。)                                                                                     
     (1)、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trousers  (长裤)                                                                                             
               Say trouse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长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这是长裤。)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kirt (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条裙子。)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Look and match.  (看后匹配。)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jumper (毛衣)                                                                                                
             Point to the jumper. (指向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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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件毛衣。)                                                                                     
     (4)、Are they trousers?  (这是长裤吗？)                                                                                  
     (5)、No, it is a jumper.  (不是，这是件毛衣。)                                                                                     
              Is it a jumper?  (这是件毛衣吗？)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件毛衣。)                                                                                    
     (6)、Say jumper. (读“毛衣。)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件毛衣。)                                                                                     
     (7)、What colour is it? (这是什么颜色？)                                                                                 
     (8)、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a red jumper. (是的，这是件红毛衣。)                                                                                        
     (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0)、jumper (毛衣)                                                                                               
               Point to another jumper. (指向另外的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件毛衣。)                                                                                     
     (11)、What colour is it? (这是什么颜色？)                                                                                 
     (12)、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绿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a green jumper. (是的，这是件绿毛衣。)                                                                                     
     (13)、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Yes, a red jumper. (是的，这是件红毛衣。)                                                                                       
               Yes, a green jumper. (是的，这是件绿毛衣。)                                                                                     
               Good work. (干得好。）                                                                                          
     (1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5)、skirt (裙子)                                                                                              
               Point to the skirt. (指向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条裙子。)                                                                                        
     (16)、Is it a jumper? (这是件毛衣吗？)                                                                                    
     (17)、No, it is a skirt.  (不是，这是条裙子。)                                                                                      
                Is it a skirt? (这是条裙子吗？)                                                                                      
     (18)、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条裙子。)                                                                                       
                Say skirt. (读“裙子”)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条裙子。)                                                                                      
     (19)、What colour is it? (这是什么颜色？)                                                                                 
     (20)、blue (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蓝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a blue skirt. (是的，一条蓝裙子。)                                                                                      
     (2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2)、skirt (裙子)                                                                                              
               Point to another skirt. (指向另外的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条裙子。)                                                                                     
     (23)、What colour is it?  (这是什么颜色？)                                                                                   
     (24)、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a yellow skirt. (是的，一条黄裙子。)                                                                                       
     (25)、Match (匹配)                                                                                              
                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Yes, a blue skirt. (是的，一条蓝裙子。)                                                                                       
                Yes, a yellow skirt. (是的，一条黄裙子。)                                                                                    
                Good work. (干得好。)                                                                                         
     (26)、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27)、trousers (长裤)                                                                                            
               Point to the trousers. (指向长裤。)                                                                              
               Say trouse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长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这是长裤。)                                                                                  
     (28)、Is it a skirt? (这是条裙子吗？)                                                                                   
     (29)、No, they are trousers. (不是，这是条长裤。)                                                                                  
               Are they trousers? (这是条长裤吗？)                                                                                  
     (30)、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这是长裤。)                                                                                  
                Say trousers. (读“长裤”。)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这是长裤。)                                                                                  
     (31)、What colour is it? (这是什么颜色？)                                                                                  
     (32)、blue (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蓝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lue trousers. (是的，这是条蓝长裤。）                                                                                     
     (33)、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34)、trousers (长裤）                                                                                           
                Point to another trousers. (指向另外的长裤。)                                                                         
                Say trouse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长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这是长裤。）                                                                                  
     (35)、What colour is it? (这是什么颜色？）                                                                                 
     (36)、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red trousers. (是的，红色长裤。）                                                                                      
     (37)、Match (匹配)                                                                                              
               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Yes, blue trousers. (是的，蓝色长裤。)                                                                                      
               Yes, red trousers. (是的，红色长裤。)                                                                                       
               Good work. (干得好。)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Run （游戏：跑）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jumper (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件毛衣。)                                                                                    
     (1)、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trousers (长裤)                                                                                            
              Say trouse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长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这是长裤。)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kirt (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条裙子。)                                                                                     
9. Game：Look and match  （游戏：看然后匹配）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jumper  (毛衣)                                                                                             
              Is it a skirt?  (这是条裙子吗？)                                                                                     
              No, it is a jumper. (不是，这是件毛衣。)                                                                                    
              Is it a jumper? (这是件毛衣吗？)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件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件毛衣。)                                                                                     
     (1)、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trousers (长裤)                                                                                           
              Is it a jumper?  (这是件毛衣吗？)                                                                                     
              No, they are trousers. (不是，这是条长裤。)                                                                                 
              Are they trousers?  (这是条长裤吗？)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这是条长裤。)                                                                                   
              Say trouse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长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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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这是条长裤。)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kirt (裙子)                                                                                               
               Are they trousers? (这是条长裤吗？)                                                                                   
               No, it is a skirt. (不是，这是条裙子。)                                                                                      
               Is it a skirt? (这是条裙子吗？)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条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条裙子。)                                                                                       
10. Activity： Trace and colour. Say jumper, trousers, skirt. 

    （活动：描线然后涂色。说：毛衣，长裤，裙子。）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这张图片。)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skirt (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条裙子。)                                                                                      
      (4)、Trace the lines. (描线）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to complete the pictures. (描虚线完成这些图片。)                                              
              Good work. (干得好。)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条裙子。)                                                                                      
      (5)、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6)、trousers (长裤)                                                                                           
              Say trouse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长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这是条长裤。)                                                                                  
      (7)、Trace the lines. (描线。)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to complete the pictures. (描虚线完成这些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这是条长裤。)                                                                                    
      (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9)、jumper (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件毛衣。)                                                                                      
      (10)、Trace the lines. (描线。)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to complete the pictures. (描虚线完成这些图片。)                                              
                 Good work. (干得好。)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件毛衣。)                                                                                   
11. Review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

      红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jumper, trousers, skirt.（毛衣，长裤、裙子）。

Lesson 2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T-shirt (短袖衫)，shoes (鞋)，shorts (短裤)；
复习：skirt (裙子) ， trousers (长裤)， jumper (毛衣) ， yes(是)， no (不是)
课堂用语 *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Is it a (T-shirt)?【它是(短袖衫)吗？】Are they (shoes)?【它们是(鞋子)吗？】
                        Where's the T-shirt? (短袖衫在哪？) 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Who's this? (它是谁？) Point to a (jumper). 【指向一件(毛衣) 。】
                        Stand still! (站立！) Run. (跑。) What is different? (什么不同？)  
                        Colour/circle the picture. (给图片填色/画圈。)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鞋。如果小孩会读单词：T-shirt，shoes，shorts，就可以送小孩一双鞋。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following new word: T-shirt, shoes, shorts. Review: skirt, trousers, 
jumper, yes and no.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如下新单

词：短袖衫，鞋，短裤。并复习：裙子、长裤、毛衣、是和不是。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1，课文练习 3，Chant: Jumper and trousers and skirt 
2. Listen and repeat. （跟读。）
    (1)、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2)、T-shirt (短袖衫)                                                                                           
             Say T-shirt.  (读“短袖衫”。)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这是件短袖衫。)                                                                                   

    (3)、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4)、shoes (鞋)                                                                                              
             Say shoes. (读“鞋”)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5)、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6)、shorts (短裤)                                                                                             
             Say shorts. (读“短裤”。)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8)、shorts (短裤)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10)、T-shirt  (短袖衫)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这是件短袖衫。)                                                                                    
    (12)、shoes (鞋)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14)、shorts (短裤)                                                                                             
    (15)、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16)、T-shirt  (短袖衫)                                                                                             
    (17)、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这是件短袖衫。)                                                                                    
    (18)、shoes (鞋)                                                                                              
    (19)、Say sho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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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ame: Memory （游戏： 回忆）
    (0)、Where's the T-shirt? (短袖衫在哪儿？)                                                                               
             T-shirt (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这是件短袖衫。)                                                                                    
    (1)、Where are the shoes?  (鞋在哪儿？)                                                                                  
             shoes (鞋)                                                                                               
             Say sho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2)、Where are the shorts?  (短裤在哪儿？)                                                                             
             shorts   (短裤)                                                                                             
             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4. Song: Clothes song （歌曲：衣物歌）
    (1)、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These are my trousers. (这些是我的长裤。) 
            This is my skirt.  (这是我的裙子。)
            These are my shoes,  (这些是我的鞋子。)
            This is my T-shirt,  (这是我的短袖衫。)
            There are clothes for you and me.  (这些是你和我的衣物。) 
            Sing together, 1, 2, 3.（一起唱 1， 2， 3。）
            (Repeat x 1)
    (2)、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在听的过程中，按照字幕唱歌)                                                     
             Song: It's snack time （歌曲：现在是点心时间）：歌词参见： 
             课文 4，Song: Clothes song （歌曲：衣物歌）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Dress Jojo.   (给优优穿衣。)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Good work. (干得好。）                                                                                         
    (3)、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去画一条线或一个圆将兔子圈起来。）                                        
             Good work. (干得好。）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T-shirt  (短袖衫)                                                                                            
             It is a T-shirt. (这是件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这是件短袖衫。)                                                                                   
    (6)、Are they shoes? (它们是鞋吗？)                                                                                     
    (7)、No, it is a T-shirt.  (不是，这是件短袖衫。)                                                                                  
             Is it a T-shirt?   (这是件短袖衫吗？)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这是件短袖衫。)                                                                                    
             Point to the T-shirt. (指向这件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这是件短袖衫。)                                                                                    
    (8)、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9)、shoes (鞋）                                                                                              
             They are shoes. (它们是鞋。)                                                                                    
             Say sho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10)、Are they shorts?  (它们是短裤吗？)                                                                                    
    (11)、No, they are shoes. (不是，它们是鞋。)                                                                                    
               Are they shoes?  (它们是鞋吗？)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Point to the shoes.   (指向鞋。)                                                                                
               Say sho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1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13)、shorts (短裤)                                                                                               
              They are shorts.   (它们是短裤。)                                                                                   
              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14)、It is a T-shirt.  (这是件短袖衫。)                                                                                    
    (15)、No, they are shorts.  (不是，它们是短裤。)                                                                                    
               Are they shorts? (它们是短裤吗？)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Point to the shorts. (指向这条短裤。)                                                                                    
              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Clapping game  (游戏：鼓掌游戏 )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T-shirt (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这是件短袖衫。)                                                                                    
    (1)、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shorts  (短裤)                                                                                             
             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shoes  (鞋)                                                                                               
             Say sho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They are shoes. (它们是鞋。)                                                                                    
9. Game：Listen and run （游戏：听然后跑）
    (0)、Stand still.  (站立。)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T-shirt  (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这是件短袖衫。)                                                                                    
    (1)、Stand still. (站立)                                                                                         
             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shoes  (鞋)                                                                                                
             Say sho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2)、Stand still. (站立)                                                                                        
             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shorts   (短裤)                                                                                             
             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They are shorts.  (它们是短裤。)                                                                                      
    (3)、Stand still. (站立)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jumper (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It is a jumper.   (这是件毛衣。)                                                                                        
10. Activity. Circle or colour the picture that is different. 

   （活动：给不同图片画圈或涂色。）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这张图片。）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T-shirt (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第三部分  教案与学案 第五单元  衣物三人行英语机器人 深圳市浩锐科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233232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这是件短袖衫。)                                                                                    
     (5)、What is different?  (有什么不同？)                                                                                 
     (6)、T-shirt  (短袖衫）                                                                                             
              This T-shirt is little.   (这件短袖衫小了。）                                                                            
              Point to the T-shirt.   (指向这件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这是件短袖衫。)                                                                                    
     (7)、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填色)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这是件短袖衫。)                                                                                   
              Good work.  (干得好。)                                                                                         
     (8)、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9)、shoes (鞋)                                                                                               
             Say sho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10)、What is different? (有什么不同？)                                                                                  
     (11)、shoes (鞋)                                                                                               
                These shoes are different. (这些鞋是不同的。)                                                                          
                Point to the shoes. (指向鞋)                                                                                 
                Say sho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12)、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填色)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Good work.  (干得好。)                                                                                         
     (13)、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14)、shorts  (短裤)                                                                                             
                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15)、What is different?  (有什么不同？)                                                                                 

     (16)、shorts  (短裤)                                                                                             
                These shorts are large.  (这些短裤大。)                                                                            
                Point to the shorts (指向短裤)                                                                                 
                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17)、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填色。)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Good work.    (干得好。)    
11. Review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上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

      红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T-shirt、shoes、shorts。

Lesson 3

一、本课摘要
复习：trousers(长裤) ， shorts(短裤)， T-shirt(短袖衫)， shoes (鞋子)， 
            skirt(裙子)， jumper(毛衣)
课堂用语 * ：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 Point to the(shorts).【指向(短裤）。】 
                        It's story time. (现在是讲故事时间。) 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Where are the (shoes) ?【(鞋子)在哪？】 Where's the (T-shirt)? 【(短袖)
                        衫在哪？】 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Draw a line.（画一条线。） 
                        Get dressed.（穿衣服。）Put on your (shoes) .【穿上你的(鞋子)。 】
                        Take off your (shoes) .【脱掉你的(鞋子)。】Who has the T-shirt?（谁有

                        短袖衫？）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毛衣。如果小孩会读单词：复习中单词，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件毛衣。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lesson, you will be 
review: trousers, shorts, T-shirt, shoes , skirt, jumper.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

课结束，你将复习：长裤、短裤，短袖衫，鞋子，裙子, 毛衣。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2，课文练习4，Song: Clothes song （歌曲：衣物歌）

2. Listen and point. （听然后认。）
    (1)、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去画一条线或一个圆将兔子圈起来。）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Good work.  (干得好。)                                                                                         
    (3)、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4)、Tom  (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是的，他是汤姆。)                                                                                          
    (5)、Tom (汤姆)                                                                                                 
    (6)、Where's Tom? (汤姆在哪儿？)                                                                                        
             Point to Tom. (指向汤姆)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om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在图片中指出汤姆。）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8)、trousers (长裤)                                                                                           
             Point to the trousers.  (指出长裤。)                                                                            
             Say trouse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长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它们是长裤。)                                                                                    
    (9)、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0)、green (绿色)                                                                                                 
             green trousers. (绿色的长裤。)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绿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een trousers.  (是的，绿色的长裤。)                                                                                     
    (1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2)、shoes (鞋)                                                                                               
              Point to the shoes. (指向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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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sho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13)、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4)、blue  （蓝色）                                                                                               
               blue shoes  （蓝色的鞋）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蓝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lue shoes. （是的，蓝色的鞋。）                                                                                         
    (1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6)、T-shirt  （短袖衫）                                                                                            
               Point to the T-shirt. （指向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这是短袖衫。）                                                                                   
    (17)、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8)、red  （红色）                                                                                                
               red T-shirt.  （红短袖衫）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red T-shirt.  （是的，红短袖衫。）                                                                                      
3. Story: Put on your trousers  （故事： 穿上你的裤子）
    (1)、It's story time. （现在是讲故事时间。）                                                                                  
    (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correct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出正确的图片。）                                                  
            1.
            Mum: Tom. put on your trousers.（妈妈：汤姆。穿上你的长裤。） 
            2.
            Mum: Put on your T-shirt. Put on your shoes. 
          （妈妈：穿上你的短袖衫。穿上你的鞋子。） 
            3.
            Tom: Mum. where's my T-shirt? And my trousers? 
          （汤姆：妈妈，我的短袖衫在哪？我的长裤在哪？） 

            4.
            Mum: Ahh. are you Tom? （妈妈：嗯，你是汤姆吗？）

            JOJO: No, I'm Jojo!  （优优：不是，我是优优！）

4. Listen and act. （听然后表演。）
    (1)、MUM: Tom. Put on your trousers. （妈妈：汤姆。穿上你的长裤。）                                                                  
    (2)、Mine putting on a pair of trousers. （表演穿上一条长裤。）                                                                
    (3)、MUM: Put on your T-shirt. Put on your shoes.
          （妈妈：穿上你的短袖衫。穿上你的鞋子。）                                                      
    (4)、Mine putting on a T-shirt, then putting on shoes. 
          （表演穿上一件短袖衫，然后穿上鞋子。）                                                  
    (5)、TOM: Mum. Where is my T-shirt? And my trousers? 
             (汤姆：妈妈，我的短袖衫在哪儿？我的长裤在哪儿？)                                                  
    (6)、Mine putting your fingers on your foreheads to show confusion.  
            (表演把你的手指放在你的前额来表示困惑。）                                     
    (7)、MUM: Ahh. Are you Tom? (妈妈：嗯，你是汤姆吗？)
            JOJO: No, I am Jojo!  (优优：不是，我是优优！)                                                    
    (8)、Make monkey gestures to show that they are Jojo. 
            (用猴子的姿势来表明它们是优优。)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Find and match. 

    (1)、Where's Robbie? (汤姆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图片。)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2)、Where's Robbie?  (汤姆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去画一条线或一个圆将兔子圈起来。）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Good work.  (干得好。)                                                                                        
    (3)、Tom  (汤姆)                                                                                               
    (4)、Where's Tom? (汤姆在哪儿？)                                                                                         
             Point to Tom.  (指向汤姆。)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om in the picture. 

          （去前面，在图片中指出汤姆。）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5)、Where are the trousers?  (长裤在哪儿？)                                                                            
    (6)、trousers   (长裤)                                                                                          
             Point to the trousers.  (指向长裤。)                                                                             
             Say trouse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长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它们是长裤。)                                                                                     
    (7)、Where are the shoes?    (鞋在哪儿？)                                                                                 
    (8)、shoes   (鞋)                                                                                                 
            Point to the shoes.   (指向鞋。)                                                                                   
            Say sho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9)、Where's the T-shirt?  (短袖衫在哪儿？)                                                                                
    (10)、T-shirt  (短袖衫)                                                                                             
               Point to the T-shirt.  (指向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这是件短袖衫。）                                                                                  
              Good work.  （干得好。）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复习：Unit 1，Lesson 3，课文每周之星。

Here's more!（更多精彩！）
9. Game: What is missing?  (游戏：缺什么？)

    (0)、jumper  （毛衣）                                                                                            
            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jumper  （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它是件毛衣。)                                                                                   
    (1)、shoes  （鞋）                                                                                                
             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shoes  （鞋）                                                                                             
             Say sho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2)、skirt     （裙子）                                                                                          
             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skirt  （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它是条裙子。)                                                                                    
    (3)、shorts   (短裤)                                                                                              
            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shorts   (短裤)                                                                                              
            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10. Dress Jojo. (给/为优优穿衣）
     (1)、Jojo（优优）                                                                                              
             Where's Jojo?（优优在哪儿？）                                                                                      
     (2)、Point to Jojo.（指向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是的，它是优优。）                                                                                        
    (3)、Get dressed, Jojo.   （优优，穿衣服。）                                                                                 
             trousers  （长裤）                                                                                          
             Is this your jumper? （这是你的毛衣吗？）                                                                              
    (4)、No, they are trousers.  （不是，它们是长裤。）                                                                                  
             Are they your trousers?   （它们是你的长裤吗？）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它们是长裤。）                                                                                
    (5)、Point to the trousers.    （指向长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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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t on your trousers.    （穿上你的长裤。）                                                                             
            Say trouse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长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它们是长裤。）                                                                                 
    (6)、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7)、trousers    （长裤。）                                                                                         
             Take off your trousers.   （脱掉你的长裤。）                                                                           
             Say trouse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长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它们是长裤。）                                                                                
    (8)、Get dressed, Jojo.  （优优，穿衣服。）                                                                                 
            jumper （毛衣）                                                                                              
            Are they your shoes?  （它们是你的鞋吗？）                                                                               
    (9)、No, it is a jumper.   （不是，它是件毛衣。）                                                                                   
            Is this your jumper?    （这是你的毛衣吗？）                                                                             
    (10)、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它是件毛衣。）                                                                                    
               Point to the jumper.  （指向毛衣。）                                                                               
               Put on your jumper.  （穿上你的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它是件毛衣。）                                                                                    
    (1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2)、jumper   (毛衣）                                                                                             
              Take off your jumper.   (脱掉你的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它是件毛衣。）                                                                                      
    (13)、Get dressed, Jojo. （优优，穿衣服。）                                                                                   
              shorts  （短裤）                                                                                              
              Is this your T-shirt?   （这是你的短袖衫吗？）                                                                              
    (14)、No, they are shorts.  （不是，它们是短裤。）                                                                                    
              Are they your shorts?   （它们是你的短裤吗？）                                                                              
    (15)、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Point to the shorts   （指向短裤。）                                                                                
               Put on your shorts.    （穿上你的短裤。）                                                                               
                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16)、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17)、shorts  (短裤）                                                                                             
                Take off your shorts.  (脱掉你的短裤。）                                                                              
                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18)、Get dressed, Jojo. (优优，穿衣服。）                                                                                 
                T-shirt (短袖衫）                                                                                            
                Are they your shorts?  (它们是你的短裤吗？）                                                                             
    (19)、No, it is a T-shirt.    (不是，它是件短袖衫。）                                                                                
               Is this your T-shirt?  (这是你的短袖衫吗？）                                                                             
    (20)、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它是件短袖衫。）                                                                                  
               Point to the T-shirt.  (指向短袖衫。)                                                                             
               Put on your T-shirt.  (穿上你的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它是件短袖衫。）                                                                                  
    (2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2)、T-shirt  (短袖衫）                                                                                           
               Take off your T-shirt.  (脱掉你的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它是件短袖衫。）                                                                                    
    (23)、Get dressed, Jojo.  (优优，穿衣服。）                                                                                    
              shoes   (鞋）                                                                                                
              Is this your skirt?   (这是你的裙子吗？）                                                                                  
    (24)、No, they are shoes.   (不是，它们是鞋。）                                                                                      
               Are they your shoes?  (它们是你的鞋吗？）                                                                                  

    (25)、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Point to the shoes.  (指向鞋。）                                                                                   
               Put on your shoes.    (穿上你的鞋。）                                                                                  
               Say sho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26)、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27)、shoes (鞋）                                                                                              
               Take off your shoes. (脱掉你的鞋。）                                                                               
               Say sho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28)、Get dressed, Jojo.  (优优，穿衣服。）                                                                                
               skirt   (裙子）                                                                                            
               Are they your trousers? (它们是你的长裤吗？）                                                                            
    (29)、No, it is a skirt. (不是，它是条裙子。）                                                                                     
               Is this your skirt?  (这是你的裙子吗？）                                                                               
    (30)、Yes, it is a skirt. (是的，它是条裙子。）                                                                                     
               Point to the skirt.  (指向裙子。）                                                                               
               Put on your skirt.    (穿上你的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它是条裙子。）                                                                                     
    (3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2)、skirt  (裙子）                                                                                             
               Take off your skirt.  (脱掉你的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它是条裙子。）                                                                                      
11. Activity: Match the clothes to Tom and Lucy. 
     (0)、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T-shirt   (短袖衫）                                                                                          

             Point to the T-shirt. (指向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它是件短袖衫。）                                                                                   
    (3)、Who has the T-shirt?  (谁有短袖衫？）                                                                              
    (4)、Tom  (汤姆）                                                                                               
             Point to Tom.  (指向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是的，他是汤姆。）                                                                                        
    (5)、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Draw a line to match the T-shirt to Tom.  (画一条线给汤姆搭配短袖衫。）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它是件短袖衫。）                                                                                   
             Yes, he is Tom.   (是的，他是汤姆。）                                                                                        
             Good work.  (干得好。）                                                                                         
    (6)、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7)、shorts   (短裤）                                                                                            
             Point to the shorts   (指向短裤）                                                                               
             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8)、Who has the shorts?  (谁有短裤？）                                                                               
    (9)、Tom  (汤姆）                                                                                               
            Point to Tom. (指向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是的，他是汤姆。）                                                                                         
    (10)、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Draw a line to match the shorts to Tom.  (画一条线给汤姆搭配短裤。）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Yes, he is Tom.  (是的，他是汤姆。）                                                                                        
              Good work. (干得好。）                                                                                         
    (1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第三部分  教案与学案 第五单元  衣物三人行英语机器人 深圳市浩锐科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239238

    (12)、skirt  (裙子）                                                                                             
              Point to the skirt.  (指向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它是条裙子。）                                                                                    
    (13)、Who has the skirt?  (谁有裙子？）                                                                                
    (14)、Lucy (露西）                                                                                               
              Point to Lucy. (指向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是的，她是露西。）                                                                                       
    (15)、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Draw a line to match the skirt to Lucy.   (画一条线给露西搭配裙子。）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它是条裙子。）                                                                                     
               Yes, she is Lucy.   (是的，她是露西。）                                                                                     
               Good work.  (干得好。）                                                                                        
    (1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7)、jumper  (毛衣）                                                                                            
              Point to the jumper.  (指向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它是件毛衣。）                                                                                    
    (18)、Who has the jumper?  (谁有毛衣？）                                                                               
    (19)、Lucy  (露西）                                                                                              
              Point to Lucy.  (指向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是的，她是露西。）                                                                                      
    (20)、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Draw a line to match the jumper to Lucy.  (画一条线给露西搭配件毛衣。）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它是件毛衣。）                                                                                   
              Yes, she is Lucy.  (是的，她是露西。）                                                                                      
              Good work.  (干得好。）                                                                

Lesson 4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number 6 (数字 6 )，number 7  (数字 7 )， circle (圆)，triangle(三角形)
复习： number 1-5 (数字 1-5)，green (绿色)，birds(小鸟)，T-shirts (短袖衫), 
             skirts(裙子)，yes(是)，no (不是)
课堂用语*：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How many (circles)? 【多少个(圆)？】
                      Is it 6? (它是 6 吗？)  Pass the ball. (传球。) 
                      Point to the (books).  【指向一些( 书)。】 Draw (2) in the air.  【在空中画 (2)。】  
                      Trace the (circles). 【描(圆圈)。】
二、奖品

短袖衫。如果小孩会读单词：six, seven，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件短袖衫。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following new word: number 6, number 7, circle, triangle and review: 
number 1 - 5, green, birds, T-shirts, skirts; yes and no.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

课结束，你将学会如下新单词：数字 6 ，7以及圆、三角形并复习：数字 1 - 5 ；绿

色，小鸟，短袖衫，裙子；是和不是。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Unit 4，Lesson 4，课文练习 3，Song: Five green birds （歌曲：五只绿色小鸟）

2. Listen and repeat. （跟读。）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2)、six (6)                                                                                                
            Say six. (读“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它是数字 6。)                                                                                   
    (3)、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4)、six (6)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它是数字 6。)                                                                                     
    (5)、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6)、six (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它是数字 6。)                                                                                     
    (7)、Number six. Move your finger to trace the number six. 
            (数字 6，移动你的手指来描写数字6。)                                               
    (8)、Draw number six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 6。)                                                                         
    (9)、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ix with your finger. 
            (读“6”，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它是数字 6。)                                                                                  
    (10)、How many T-shirts?  (多少件短袖衫？)                                                                                 
    (11)、six  (6)                                                                                                
              six T-shirts  (6件短袖衫)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ix T-shirts.  (是的，它们是6件短袖衫。）                                                                             
    (12)、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1，2，3，4，5，6）                                                                   
              Yes, six T-shirts (是的，6件短袖衫。）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x T-shirts (是的，6件短袖衫。）                                                                                       
    (1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5)、A circle shape.  (一个圆形。）                                                                                   
               Say circle. (读“圆”。）                                                                                        
               A circle shape.  (一个圆形。）                                                                                    
               Yes, it is a circle.   (是的，它是一个圆形。）                                                                                   
    (1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7)、A circle shape.   (一个圆形。）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ircle.  (是的，它是一个圆。）                                                                                   
    (1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9)、A circle shape.  (一个圆形。）                                                                                   
               Say circ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圆”，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ircle.   (是的，它是一个圆。）                                                                                  
    (20)、How many circles? (多少个圆？）                                                                                  
    (21)、six (6）                                                                                                
              six circles (6个圆）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ix circles.   (是的，它们是6个圆。）                                                                            
    (22)、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1，2，3，4，5，6）                                                                 
              Yes, six circles   (是的，6个圆）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1，2，3，4，5，6）                                                                  
    (2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x circles   (是的，6个圆）                                                                                          
    (24)、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25)、seven   (7）                                                                                                
              Say seven.  (读“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它是数字7。）                                                                                    
    (26)、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27)、seve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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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它是数字7。）                                                                                   
    (28)、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29)、seven (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它是数字7。）                                                                                  
    (30)、Number seven. Move your finger to trace the number seven.  
              (数字7。移动你的手指来描画数字7。）                                         
    (31)、Draw number seven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7。)                                                                       
               It's number seven.  (它是数字7。)                                                                                   
    (32)、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even with your finger.    
              (读“7”，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它是数字7。）                                                                                  
    (33)、How many T-shirts?  (多少件短袖衫？）                                                                                  
    (34)、seven  (7）                                                                                               
              seven T-shirts   (7件短袖衫）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even T-shirts.   (是的，它们是7件短袖衫。）                                                                          
    (35)、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2，3，4，5，6，7）                                                          
    (3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even T-shirts  (是的，7件短袖衫）                                                                                    
    (3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8)、triangle  (三角形)                                                                                          
               Say triangle. (读“三角形)                                                                                     
              triangle   (三角形)                                                                                            
              Yes, it is a triangle.    (是的，它是一个三角形。)                                                                                  
    (3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0)、triangle  (三角形)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iangle.   (是的，它是一个三角形。)                                                                                   

    (4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2)、triangle  (三角形)                                                                                             
               Say triang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三角形”，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iangle.  (是的，它是一个三角形。)                                                                                  
    (43)、How many triangles?  (多少个三角形？)                                                                                
    (44)、seven  (7)                                                                                              
              seven triangles   (7个三角形)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三角形”，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even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7个三角形。）                                                                          
    (45)、seven triangles   (7个三角形)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2，3，4，5，6，7）                                                            
              Yes, seven triangles   (是的，7个三角形)                                                                                    
    (4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even triangles     (是的，7个三角形)                                                                                     
3. Chant: Six and seven （朗诵：6 和 7）
    (1)、one (1)                                                                                                
    (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是的，它是数字1。）                                                                                 
    (3)、two (2）                                                                                                
    (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它是数字2。）                                                                                   
    (5)、three  (3）                                                                                             
    (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它是数字3。）                                                                                 
    (7)、four   (4）                                                                                              
    (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它是数字4。）                                                                                 
    (9)、five   (5）                                                                                              
    (10)、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它是数字5。）                                                                                 

    (11)、one  (1）                                                                                                
    (12)、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是的，它是数字1。）                                                                                  
    (13)、two  (2）                                                                                                
    (14)、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2”，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它是数字2。）                                                                                  
    (15)、three  (3）                                                                                              
    (16)、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3”，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它是数字3。）                                                                                 
    (17)、four   (4）                                                                                               
    (18)、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4”，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它是数字4。）                                                                                    
    (19)、five  (5）                                                                                                  
    (20)、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5”，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它是数字5。）                                                                                    
    (21)、six (6）                                                                                                 
    (22)、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它是数字6。）                                                                                  
    (23)、seven  (7）                                                                                              
    (24)、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它是数字7。）                                                                               
    (25)、Chant: Six and seven （朗诵：6 和 7）                                                                               
              One, two, three, four. (1，2，3，4)  
              Five and six. (5 和 6)  
              Six, six, six. (6，6，6) 
              Six, six, six. (6，6，6)

              One, two, three, four. (1，2，3，4)  
              Five, six, seven. (5, 6, 7)  
              Seven, seven, seven. (7，7，7) 
              Seven, seven, seven. (7，7，7)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4. Help Jojo. Is it 6? （帮助优优。它是 6 吗?）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2)、six  (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它是数字6。）                                                                                   
    (3)、Is it seven? (它是7吗？）                                                                                        
    (4)、No, it's number six. (不是，它是数字6。）                                                                                    
             Is it six? (它是6吗？)                                                                                          
    (5)、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它是数字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ix with your finger.  
             (读“6”，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它是数字6。）                                                                                   
    (6)、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7)、seven (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它是数字7。）                                                                                   
    (8)、Is it six?  (它是6吗？)                                                                                         
    (9)、No, it's number seven.   (不是，它是数字7。）                                                                                
            Is it seven?  (它是7吗？)                                                                                        
    (10)、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它是数字7。）                                                                                 
               Say 7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even with your finger.  
               (读“7”，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它是数字7。）                                                                                
    (1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12)、four  (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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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4”，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它是数字4。）                                                                                   
    (13)、Is it five?  (它是5吗？)                                                                                         
    (14)、No, it's number four.  (不是，它是数字4。）                                                                                  
               Is it four?   (它是4吗？)                                                                                        
    (15)、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它是数字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our with your finger. 
              (读“4”，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4。）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它是数字4。）                                                                                   
    (16)、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17)、five   (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5”，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它是数字5。）                                                                                       
    (18)、Is it 3?   (它是3吗？)                                                                                           
    (19)、No, it's number five. (不是，它是数字5。）                                                                                  
              Is it five?  (它是5吗？)                                                                                        
    (20)、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它是数字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ive with your finger.  
              (读“5”，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5。）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它是数字5。）                                                                                 
    (2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22)、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3”，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它是数字3。）                                                                                 
    (23)、Is it 2?  (它是2吗？)                                                                                           
    (24)、No, it's number three. (不是，它是数字3。）                                                                                   
              Is it 3?    (它是3吗？)                                                                                           
    (25)、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它是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hree with your finger.
              (读“3”，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它是数字3。）                                                                               

    (26)、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27)、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2”，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它是数字2。）                                                                                    
    (28)、Is it 1?   (它是1吗？)                                                                                           
    (29)、No, it's number two.    (不是，它是数字2。）                                                                                  
              Is it 2?  (它是2吗？)                                                                                              
    (30)、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它是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wo with your finger.
              (读“2”，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画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它是数字2。）                                                                                   
    (3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32)、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number one!    (是的，数字1。）                                                                                       
    (33)、Is it four?  (它是4吗？)                                                                                        
    (34)、No, number one!   (不是，数字1!）                                                                                        
              Is it 1?   (它是1吗？)                                                                                          
    (35)、Yes, number one!  (是的，数字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one with your finger. 
            （说1，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                          
              Yes, number one! (是的，数字1!）                                                                                        
    (36)、one pencil (一支铅笔）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one   (1）                                                                                              
              How many pencils? (多少支铅笔？）                                                                                  
    (37)、one pencil (一支铅笔）                                                                                         
              Say one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一支铅笔”，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one pencil.   (是的，它是一支铅笔。）                                                                                 
    (38)、two bags (两个袋/包)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one, two (1,2）                                                                                           
               How many bags?  (多少个包？）                                                                                    
    (39)、two bags   (两个包)                                                                                          
              Say two ba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两个包”，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wo bags.  (是的，它们是两个包。）                                                                                
    (40)、three books  (三本书)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one, two, three  (1，2，3)                                                                                     
               How many books?  (多少本书？)                                                                                     
    (41)、three books  (三本书)                                                                                         
              Say three boo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三本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是的，它们是三本书。）                                                                              
    (42)、four cakes.   (四块蛋糕。）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one, two, three, four    (1,2,3,4）                                                                             
              How many cakes?   (多少块蛋糕？）                                                                                    
    (43)、four cakes.   (四块蛋糕。）                                                                                       
              Say four cak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四块蛋糕”，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four cakes.  (是的，它们是四块蛋糕。）                                                                               
    (44)、five bananas.   (五个香蕉。）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2,3,4,5）                                                                       
              How many bananas?   (多少个香蕉？）                                                                                 
    (45)、five bananas.   (五个香蕉。）                                                                                     
              Say five banana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五个香蕉”，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five bananas. (是的，它们是五个香蕉。）                                                                                
    (46)、six circles (六个圆）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1,2,3,4,5,6）                                                                    
              How many circles? (多少个圆？）                                                                                     
    (47)、six circles (六个圆）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ix circles.   (是的，它们是六个圆）                                                                               
    (48)、seven triangles   (七个三角形）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2,3,4,5,6,7）                                                             
               How many triangles? (多少个三角形？）                                                                                
    (49)、seven triangles   (七个三角形）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even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七个三角形。）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numbers. Count and colour. Count and trace.  

    (描写数字。数数和填色。 数数和描写。)

    (1)、six    (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ix with your finger.   
          （读“6”，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它是数字6。）                                                                                   
    (2)、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3)、six   (6)                                                                                                
            Point to six. (指向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six.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它是数字6。）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T-shirt  (短袖衫)                                                                                          
             Point to the T-shirt.  (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它是件短袖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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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7)、circles   (圆)                                                                                            
             Point to the circle.   (指向圆。)                                                                               
             Say circ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圆”，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circles.  (是的，它们是圆。)                                                                                  
    (8)、How many circles? (多少个圆？)                                                                                   
    (9)、six  (6)                                                                                                
             Yes, they are six circles. (是的，它们是6个圆。)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x circles  (是的，6个圆。)                                                                                        
             They are six circles.  (它们是6个圆。)                                                                              
    (10)、six circles (6个圆)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1,2,3,4,5,6)                                                                    
               Yes, they are six circles. (是的，它们是6个圆。)                                                                                
    (11)、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ix circles. (是的，它们是6个圆。)                                                                                 
    (12)、six circles  (6个圆)                                                                                         
               Colour the circles.  (给圆填色/上色。)                                                                                 
               Yes, they are six circles.  (是的，它们是6个圆。)                                                                            
    (13)、seven  (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even with your finger.   
            （读“7”，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它是数字7。）                                                                                  
    (14)、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15)、seven （7）                                                                                               
              Point to seven. （指向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seven.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它是数字7。）                                                                                 

    (1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7)、T-shirt  （短袖衫）                                                                                            
              Point to the T-shirt.  （指向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它是件短袖衫。)                                                                                    
    (18)、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19)、triangles (三角形)                                                                                           
              Point to the triangle. (指向三角形。)                                                                              
              Say triang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三角形”，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三角形。)                                                                                   
    (20)、How many triangles?  (多少个三角形？)                                                                                  
    (21)、Yes, they are seven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7个三角形。)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even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7个三角形。)                                                                           
    (22)、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2,3,4,5,6,7)                                                            
               Yes, they are seven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7个三角形。)                                                                           
    (23)、seven triangles  (7个三角形)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even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7个三角形。)                                                                          
    (24)、seven triangles (7个三角形)                                                                                     
              Colour the triangle. (给三角形填色/上色。)                                                                                
              Yes, they are seven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7个三角形。)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Clap the number （游戏：拍手数数）
    (0)、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one （1）                                                                                                 

             Say one. （读“1”。）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one with your finger. 
           （说1，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                          
             Yes, it's number one. （是的，它是数字1。）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two  （2）                                                                                                 
             Say two. （读“2”。）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wo with your finger. 
           （读“2”，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它是数字2。）                                                                                  
    (2)、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three  （3）                                                                                             
             Say three. （读“3”。）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hree with your finger.  
          （读“3”，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它是数字3。）                                                                                    
    (3)、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four  （4）                                                                                               
            Say four.  （读“4”。）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four （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our with your finger.  
          （读“4”，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4。）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它是数字4。）                                                                                 
    (4)、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five  （5）                                                                                               
             Say five. （读“5”。）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five  （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ive with your finger.  
           （读“5”，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5。）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它是数字5。）                                                                                  
    (5)、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six （6）                                                                                                   
             Say six.（读“6”。）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six （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ix with your finger. 
           （读“6”，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它是数字6。）                                                                                    
    (6)、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seven   （7）                                                                                              
             Say seven.  （读“7”。）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seven （7）                                                                                               
             Say 7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even with your finger.  
           （读“7”，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7。）                          
             It's number seven.（它是数字7。）                                                                                   
9. Let's count together. （让我们一起数。）
    (0)、How many pencils?  （多少支铅笔？）                                                                                  
            one pencil （1支铅笔）                                                                                          
            Yes, it is one pencil. （是的，它是一支铅笔。）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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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pencil （1支铅笔）                                                                                          
            one  （1）                                                                                                
            Say one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支铅笔”，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one pencil. （是的，它是一支铅笔。）                                                                                 
    (1)、How many bags? （多少个袋/包？）                                                                                     
             two bags  （两个袋/包。）                                                                                          
             Yes, they are two bags. （是的，它们是两个袋/包。）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two bags （两个袋/包。）                                                                                              
             one, two   （1,2）                                                                                            
             Say two ba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两个袋/包”，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wo bags. (是的，它们是两个袋/包。）                                                                                 
    (2)、How many books?  (多少本书？）                                                                                   
             three books  (三本书)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是的，它们是三本书。)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three books   (三本书)                                                                                        
             one, two, three   (1,2,3)                                                                                    
             Say three boo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三本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是的，它们是三本书。)                                                                              
    (3)、How many cakes? (多少块蛋糕？)                                                                                     
            four cakes. (四块蛋糕。)                                                                                         
            Yes, they are four cakes.  (是的，它们是四块蛋糕。)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four cakes. (四块蛋糕。)                                                                                          
            one, two, three, four   (1,2,3,4)                                                                              
            Say four cak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四块蛋糕”，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four cakes.  (是的，它们是四块蛋糕。)                                                                              
    (4)、How many bananas? (多少个香蕉？)                                                                                  

            five bananas. (5个香蕉。)                                                                                      
            Yes, they are five bananas. (是的，它们是5个香蕉。)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five bananas.  (5个香蕉。)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2,3,4,5)                                                                          
            Say five banana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五个香蕉”，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five bananas.  (是的，它们是五个香蕉。)                                                                              
    (5)、How many circles?  (多少个圆？)                                                                                   
             six circles   (6个圆)                                                                                        
             Yes, they are six circles.  (是的，它们是6个圆。)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six circles   (6个圆)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1,2,3,4,5,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ix circles.   (是的，它们是6个圆。)                                                                                
    (6)、How many triangles?   (多少个三角形？)                                                                                  
             seven triangles   (7个三角形)                                                                                      
             Yes, they are seven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7个三角形。)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seven triangles  (7个三角形)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2,3,4,5,6,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even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7个三角形)                                                                            
10. Activity: Trace six triangles and seven circles.  

   （活动：描绘6个三角形和七个圆。）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2)、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3)、six   (6)                                                                                                 
             Point to six.  (指向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它是数字6。)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triangle (三角形)                                                                                             
             Point to the triangle. (指向三角形。)                                                                               
             Say triang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三角形”，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iangle.  (是的，它是个三角形。)                                                                                   
     (6)、How many triangles?  (多少个三角形？)                                                                                 
     (7)、six (6)                                                                                                  
             six triangles   (6个三角形)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三角形。)                                                                                 
     (8)、six triangles  (6个三角形)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1,2,3,4,5,6)                                                                   
              Yes, they are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三角形。)                                                                                  
     (9)、Trace six triangles.  (描摹6个三角形。)                                                                               
              Good work. (干得好。)                                                                                           
             Yes, they are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三角形。)                                                                                 
     (10)、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什么数字？)                                                                            
     (11)、seven  (7)                                                                                                
               Point to seven.  (指向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它是数字7。)                                                                                
     (1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3)、A circle shape. (一个圆形。)                                                                                    
               Point to the circle. (指向圆。)                                                                               
               Say circl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圆”，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ircle.  (是的，它是个圆。)                                                                                   

     (14)、How many circles? (多少个圆？)                                                                                  
     (15)、seven (7)                                                                                               
                seven circles   (7个圆)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circles.  (是的，它们是圆。)                                                                                  
     (16)、seven circles   (7个圆)                                                                                     
                Let's count.   (让我们数一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2,3,4,5,6,7)                                                           
                Yes, they are circles.  (是的，它们是圆。)                                                                                  
     (17)、Trace seven circles.   (描摹7个圆。)                                                                              
                Good work.  (干得好。)                                                                                         
                 Yes, they are circles.  (是的，它们是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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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m / (辅音：/ m /)，monkey (猴子)
复习：/ æ / -  / l / ,  apple(苹果)，ball(球)，cat(猫)，dog(狗)，egg(蛋)，finger(手指) , 
            goat(山羊)，hat(帽子)，ink(墨水)，jug(壶)，kite(风筝)，lion(狮子)
课堂用语*： Stand up! (起立！) Silence! (安静!) Be a (monkey). 【一只(猴子)。】
                       Point to / m /. Say / m /. (指向 m。念 / m /。)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

                       么字母？）
二、奖品
玩具猴。如果小孩会读单词：monkey，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玩具猴。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letter sound / m / and new word: monkey also review: / æ /  -- / l / ,  apple, 
ball, cat, dog, egg,  finger; goat, hat, ink, jug, kite, lion;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

课结束，你将学会辅音：/ m / 以及新单词：猴子，同时还将复习：/ æ /  -- / l / , 以及

苹果、球、猫、狗、蛋、手指、羊、帽、墨水、壶、风筝和狮子。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ʤ /                                                                                               
             jug  (壶)                                                                                               
             / k /                                                                                               
            kite (风筝)                                                                                                
            / l /                                                                                               
            lion (狮子)                                                                                                
            / g /                                                                                               
            goat  (山羊)                                                                                               
            / h /                                                                                               
            hat  (帽)                                                                                                

            / i /                                                                                               
            ink  (墨水)                                                                                                
    (2)、It's song time! 复习：Unit 3，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A goat in a hat  （歌曲：一只戴帽子的山羊）                                                                                    
    (3)、It's song time! 复习：Unit 4，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The lion has a kite （歌曲：狮子有一个风筝）                                                                                    
   (4)、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Unit 4，
             Lesson 7，课文练习 4。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m /                                                                                               
            It says / m /.  （它读/ m /）                                                                                    
    (2)、/ m /, / m /, / m /. Says / m /.  (/ m /, / m /, / m /. 读 / m /。 )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 m /。）                                                                                        
    (3)、/ m /  （/ m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 m /。)                                                                                      
    (4)、Say / m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m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 m /。）                                                                                     
    (5)、monkey （猴子）                                                                                             
             Say monkey.  （读“猴子”。）                                                                                       
             Yes, it is a monkey.  （是的，它是一只猴子。）                                                                                   
    (6)、monkey （猴子）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monkey. （是的，它是一只猴子。）                                                                                    
    (7)、monkey （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猴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monkey. （是的，它是一只猴子。）                                                                                    
    (8)、/ m / - monkey. Monkey begins with the sound / m /. 
            Note the / m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monkey. 

          （/ m / - monkey。Monkey以/ m /发音开头。注意单词monkey的开头发音/ m /） 
    (9)、/ m / （/ m /）                                                                                              
            Say / m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m / ，去前面，

            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 m /。)                                                                                      
    (10)、monkey   (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猴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monkey.   (是的，它是一只猴子。)                                                                                    
    (11)、/ m /, / m /, / m /；  (/ m /, / m /, / m /；) 
              monkey, monkey, monkey；(猴子，猴子，猴子；)   
              monkey, monkey, monkey  (猴子，猴子，猴子)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m /  （/ m /）                                                                                             
             It says / m /.  （它读/ m /。）                                                                                    
    (2)、Say / m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m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 m /。）                                                                                     
4. Game: m for monkey （游戏：m 为了猴子）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g /    （/ g/）                                                                                            
            / g /,/ g /,/ g / Says / g /.   （/ g /,/ g /,/ g /读/ g /。）                                                                     
            What begins with / g /?  （什么以发音/ g/开头？）                                                                             
            goat （山羊）                                                                                               
            Say go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山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goat  （山羊）                                                                                              
            / g /   （/ g/）                                                                                              
            yes    （是）                                                                                               
            It says / g /.  （它读/ g/）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h /   （/ h/）                                                                                              
            / h /, / h /, / h /. Says / h /.   （/ h /, / h /, / h /. 读/ h/）                                                                   

            What begins with / h/?  （什么以发音/ h/开头？）                                                                            
            hat  （帽）                                                                                               
            Say h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帽”，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hat  (帽)                                                                                                    
            / h / （/ h/）                                                                                                
            yes  （是）                                                                                                 
            It says / h /.  （它读/ h/。）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i /  （/ i/）                                                                                               
            / i /, / i /, / i /. Says / i /. （/ i /, / i /, / i /读/ i /。）                                                                     
            What begins with / i /?  （什么以发音/ i/开头？）                                                                             
            ink  （墨水）                                                                                                  
            Say in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墨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ink  (墨水)                                                                                                  
            / i / （/ i/）                                                                                               
            yes   （是）                                                                                               
            It says / i /.  （它读/ i/。）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ʤ /  （/ ʤ /）                                                                                              
            / ʤ /, / ʤ /, / ʤ /. Says / ʤ /  （/ ʤ /, / ʤ /, / ʤ /读/ ʤ / 。）                                                                    
            What begins with / ʤ /?  （什么以发音/ ʤ /开头？）                                                                               
            jug （壶）                                                                                                
            Say ju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jug  (壶)                                                                                                    
            / ʤ /  (/ ʤ /)                                                                                                  
            yes   (是)                                                                                                
            It says / ʤ /.  (它读 / ʤ /。)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 /  (/ k /)                                                                                              
            / k /, / k /, / k /. Says / k /.  （/ k /, / k /, / k /读/ k /。）                                                                  
            What begins with / k /? （什么以发音/ k /开头？）                                                                            
            kite （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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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kit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风筝”，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kite （风筝）                                                                                               
            / k /  （/ k /）                                                                                             
            yes  （是）                                                                                               
            It says / k /.  （它读/ k /。）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l /  （/ l /）                                                                                             
            / l /, / l /, / l /. Says / l /.  （/ l/, /l/, / l /读/ l /。）                                                                  
            What begins with / l /?   （什么以发音/ l/开头？）                                                                          
            lion （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狮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lion  (狮子)                                                                                                
            / l /  (/ l / )                                                                                              
            yes   (是)                                                                                                   
            It says / l /.  (它读/ l /。)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m /   （/ m /）                                                                                             
            / m /, / m /, / m /. Says / m /.  （/ m /, / m /, / m /读/ m /。）                                                                   
            What begins with / m /?  （什么以发音/ m/开头？）                                                                            
            monkey （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猴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monkey （猴子）                                                                                             
            / m / （/ m /）                                                                                              
            yes   (是)                                                                                                
            It says / m /.   (它读/ m /。)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Help the monkey find the m. Trace and say.  (帮助猴子找到：m。描写后说。)

    (1)、/ m /  （/ m /）                                                                                               
            It says / m /.   (它读/ m /。)                                                                                      
    (2)、Say / m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m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    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 m /。)                                                                                         
    (3)、/ m /  （/ m /）                                                                                             
            Point to  / m /.   （指向/ m /。）                                                                                 
            Say / m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m /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 m /。)                                                                                          
    (4)、What begins with / m /?   （什么以发音/ m/开头？）                                                                          
    (5)、monkey （猴子）                                                                                             
            Point to the monkey.  （指向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猴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6)、Help the monkey find the letter m by tracing the dotted line.   
            (通过描摹虚线帮助猴子找到字母m。)                                       
            Practice drawing arches by following the dotted line with a pencil or crayon. 
            (用一只铅笔或蜡笔按下面的虚线练习画拱门。)                      
            Good work. (干得好。)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更多精彩！）
8.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m /  （/ m /）                                                                                                
            It says / m /.    (它读/ m /。)                                                                                       
    (2)、Say / m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m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   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2)、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 m /。)                                                                                        
9. Game：Pass the ball （游戏：传球）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jug   (壶。)                                                                                                  
             It's a jug  (它是一个壶。)                                                                                            
             Say jug.    (读“壶”。)                                                                                            

             What does jug begin with?   (jug是以什么开头？)                                                                            
             / ʤ /   (/ʤ/)                                                                                                
             It says / ʤ /.   (它读“/ ʤ /”。)                                                                                      
             Say / ʤ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 ʤ /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ʤ /.   (是的，它读“/ ʤ /”。)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kite  (风筝)                                                                                                    
             It's a kite.   (它是一只风筝。)                                                                                          
             Say kite.   (读“风筝”。)                                                                                             
             What does kite begin with?   (kite是以什么开头？)                                                                            
             /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 k /”。)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 k /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 /.   (是的，它读“/ k /”。)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lion    (狮子)                                                                                              
             It is a lion.  (它是一头狮子。)                                                                                       
             Say lion.  (读“狮子”。)                                                                                           
             What does lion begin with?   (lion是以什么开头？)                                                                         
             / l /   (/l/)                                                                                              
             It says / l /.  (它读“/ l /”。)                                                                                        
             Say / l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 l/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l /. (是的，它读“/ l /”。)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onkey  (猴子)                                                                                               
             It is a monkey.   (它是一只猴子。)                                                                                     
             Say monkey.   (读“猴子”。)                                                                                         
             What does monkey begin with?  (monkey是以什么开头？)                                                                        
             / m /   (/m/)                                                                                              
             It says / m /.   (它读“/ m/”。)                                                                                      
             Say / m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m/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m/”。)                                                                                       
10. Activity: Help the monkey find letter m.  (活动：帮助猴子找到字母m。)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3)、Draw a line through the maze to join the monkey to the letter m . 
              (画一条贯穿迷宫的线将猴子和字母m连接起来。)                                
              Start...   (开始⋯⋯)                                                                                            
              monkey  (猴子)                                                                                             
              Yes, it is a monkey.  (是的，它是一只猴子。)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m/ ”。)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monkey (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猴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monkey.  (是的，它是一只猴子。)                                                                                      
     (6)、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7)、/ m /   ( / m /)                                                                                               
             Say / m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m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m/ ”。)                                                                                       
     (8)、/ m /  ( / m /)                                                                                               
             It says / m /.    (它读“/m/”。)                                                                                    
             Say / m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m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   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m/ ”。)                                                                                     
     (9)、Monkey begins with / m /.   (Monkey以发音“/m/”开头。)                                                                         
              / m / - monkey. Monkey begins with the sound / m /.
              Note the / m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monkey. 
            （/ m / - monkey。Monkey以/ m /发音开头。注意单词monkey的开头发音/ m /。）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m、mon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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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6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n / (辅音/ n /)，nose(鼻子)
复习：/ æ /  --  / m /,  apple(苹果)，ball(球)，cat(猫)，dog(狗)，egg(蛋)，finger(手指) , 
            goat(山羊)，hat(帽子)，ink(墨水)，jug(壶)，kite(风筝)，lion(狮子)，monkey(猴子)
课堂用语*： Point to / n /. Say / n /. (指向： / n /。念： / n /。)  Draw the nose.  (描绘

                      鼻子。)  Nose begin with ⋯. （鼻子单词以什么开头。)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What begins with / n /. (什么单词以 / n / 开头。)
二、奖品

玩偶。如果小孩会读单词：nose，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玩偶。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letter sound / n / and new word: nose also review: / æ /  --  / m /,  apple, ball, cat, 
dog, egg, finger, goat. hat, ink, jug, kite, lion, monkey.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

课结束，你将学会辅音： / n / 以及新词：鼻子，同时还将复习：/ æ /  --  / m / 以及苹

果、球、猫、狗、蛋、手指，羊，帽子，墨水、壶、风筝、狮子和猴子。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ʤ /   (/ ʤ /)                                                                                              
            jug   (壶)                                                                                              
            / k /  (/k /)                                                                                                 
            kite   (风筝)                                                                                                  
            / l /     (/l/)                                                                                              
            lion    (狮子)                                                                                                
            / g /     (/ g /)                                                                                              

            goat   (山羊)                                                                                                 
            / h /    (/ h /)                                                                                               
            hat    (帽)                                                                                                 
            / i /     (/ i /)                                                                                              
            ink    (墨水)                                                                                                 
            / m /   (/ m /)                                                                                                
            monkey   (猴子)                                                                                               
    (2)、Game： (游戏：)   
             (a).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g /   (/ g /)                                                                                                
                    / g /,/ g /,/ g / Says / g /.  （/g /, / g /, / g /读/ g /。）                                                                     
                   What begins with / g /?   （什么以/ g /开头？）                                                                          
                   goat （山羊）                                                                                               
                   Say go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山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goat  （山羊）                                                                                              
                   Yes, it says / g /.   （是的，它读 / g /。）                                                                                   
             (b).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h /  (/ h /)                                                                                               
                    / h /, / h /, / h /. Says / h /. （/h /, / h /, / h /读/ h /。）                                                                   
                   What begins with / h/?  （什么以/ h/开头？）                                                                                 
                    hat （帽）                                                                                                     
                   Say ha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帽”，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hat （帽）                                                                                                
                   Yes, it says / h /. （是的，它读 / h /。）                                                                                     
             (c).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i /  (/ i/)                                                                                                 
                   / i /, / i /, / i /. Says / i /. （/i /, / i /, / i /读/i /。）                                                                    

                   What begins with / i /?  （什么以/ i/开头？）                                                                           
                   ink （墨水）                                                                                                
                   Say in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墨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ink  （墨水）                                                                                               
                   Yes, it says / i /.  （是的，它读 / i /。）                                                                                     
             (d).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ʤ /   (/ʤ/)                                                                                             
                     / ʤ /, / ʤ /, / ʤ /. Says / ʤ /   （/ʤ /, / ʤ /, / ʤ /读/ʤ /。）                                                                  
                     What begins with / ʤ /?  （什么以/ ʤ/开头？）                                                                            
                     jug (壶)                                                                                                
                     Say ju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jug  (壶)                                                                                                 
                     Yes, it says / ʤ /.  （是的，它读 / ʤ /。）                                                                                     
             (e).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 /   (/k/)                                                                                                
                     / k /, / k /, / k /. Says / k /.   （/k /, / k /, / k/读/k /。）                                                                   
                     What begins with / k /?  （什么以/ k/开头？）                                                                           
                     kite   (风筝)                                                                                               
                     Say kit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风筝”，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kite   (风筝)                                                                                               
                     Yes, it says / k /.   (是的，它读 / k /。)                                                                                      
             (f).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l /  (/l/)                                                                                                
                     / l /, / l /, / l /. Says / l /. （/l /, / l /, / l/读/l/。）                                                                   
                     What begins with / l /?  （什么以/ l/开头？）                                                                           
                     lion  （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狮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lion  （狮子）                                                                                              
                     Yes, it says / l /.    (是的，它读 /l /。)                                                                                   

             (g).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m /  (/m/)                                                                                               
                     / m /, / m /, / m /. Says / m /. （/m/, /m /, / m/读/m/。）                                                                   
                     What begins with / m /?   （什么以/ m/开头？）                                                                          
                     monkey （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猴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monkey （猴子）                                                                                             
                      It says / m /.  (它读 /m /。)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n /  (/n /)                                                                                              
             It says / n /.  (它读 /n /。)                                                                                       
    (2)、/ n /, / n /, / n /. Says / n /.  （/n/, /n /, / n/读/n/。）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                                                                                    
    (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                                                                                        
    (4)、Say / n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n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                                                                                      
    (5)、nose  (鼻子)                                                                                                 
            Say nose. (读“鼻子”。)                                                                                            
            Yes, it's a nose.  (是的，它是个鼻子。)                                                                                         
    (6)、nose  (鼻子)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nose.  (是的，它是个鼻子。) 
    (7)、nose  (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nose.  (是的，它是个鼻子。)                                                                                       
    (8)、/ n / - nose. nose begins with the sound / n /. 
            Note the / n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nose. 
         （/ n / - nose。nose以/ n /发音开头。注意单词nose的开头发音/n /。） 
    (9)、/ n /  (/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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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 n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n /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                                                                                       
    (10)、nose (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nose.  (是的，它是个鼻子。)                                                                                           
    (11)、/ n /, / n /, / n /； (/ n /, / n /, / n /；)     
              nose, nose, nose；(鼻子，鼻子，鼻子；) 
              / n /, / n /, / n /；(/ n /, / n /, / n /；)     
              nose, nose, nose  (鼻子，鼻子，鼻子)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n /     (/ n /)                                                                                                
            It says / n /.  (它读 /n /。)                                                                                       
    (2)、Say / n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n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                                                                                      
4. Game: Point to your nose （游戏：指你的鼻子）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m /  ( /m /)                                                                                               
             Say / m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 m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 /m /。)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onkey  (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猴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monkey.  (是的，它是一只猴子。)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n /    ( /n/)                                                                                             
             Say / n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n/”，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nose  (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nose.  (是的，它是个鼻子。)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letter n. Trace the nose on each face.  (描写字母 n。 描绘每张脸上的鼻子。)

    (1)、/ n /   ( /n/)                                                                                              
            It says / n /.   (它读 /n /。)                                                                                     
    (2)、Say / n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n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Yes, it's a nose.   (是的，它是个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nose.   (是的，它是个鼻子。)                                                                                      
    (5)、Nose begins with / n /.   (Nose以发音 / n /开头。)                                                                           
    (6)、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                                                                                     
             Point to  / n /.     (指向 /n /。)                                                                                 
             Say / n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n/”，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                                                                                      
    (7)、Trace the noses to complete the faces.  (描绘鼻子来完成脸部。)                                                             
             They are noses. (它们是鼻子。)                                                                                     
             Good work.  (干得好。)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n / ( /n/)                                                                                                  
           It says / n /.  (它读 /n /。)                                                                                       
    (2)、Say / n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n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                                                                                       
9. Game: Pass the cards （游戏：传卡片）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jug  (壶)                                                                                                 
            It's a jug  (它是一个壶。)                                                                                          
            Say jug.  (读“壶”。)                                                                                             
            What does jug begin with?  (jug以什么开头？)                                                                           
            / ʤ /   ( /ʤ /)                                                                                                 
            It says / ʤ /.   (它读/ʤ /。)                                                                                      
            Say / ʤ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ʤ /.   (是的，它读/ʤ /。)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kite    (风筝)                                                                                                  
             It's a kite.    (它是一只风筝。)                                                                                          
             Say kite.    (读“风筝”。)                                                                                             
             What does kite begin with?    (kite以什么开头？)                                                                            
             / k /   (/ k /)                                                                                              
            It says / k /.   (它读/k/。)                                                                                     
            Say / k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 /.  (是的，它读“/ k/”。)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lion   (狮子)                                                                                                

             It is a lion.   (它是一头狮子。)                                                                                       
             Say lion.   (读“狮子”。)                                                                                           
             What does lion begin with?  (lion以什么开头？)                                                                           
             / l /  (/ l/)                                                                                                
             It says / l /.   (它读“/ l/”。)                                                                                      
             Say / l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l/”，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l /.   (是的，它读“/ l/”。)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onkey   (猴子)                                                                                              
             It is a monkey.   (它是一只猴子。)                                                                                     
             Say monkey.   (读“猴子”。)                                                                                         
             What does monkey begin with?  (monkey以什么开头？)                                                                         
             / m /     (/m/)                                                                                               
            It says / m /.  (它读/ m/。)                                                                                     
            Say / m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m/”，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 m/”。)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nose (鼻子)                                                                                                
             It's a nose.  (它是个鼻子。)                                                                                       
             Say nose. (读“鼻子”。)                                                                                           
             What does nose begin with?  (nose以什么开头？)                                                                          
             / n /    (/ n/)                                                                                            
             It says / n /.  (它读“/ n/”。)                                                                                     
             Say / n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n/”，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10. Activity: Trace letter n and make noses.  (活动：描写字母n，形成鼻子图案。)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4)、/ n /   (/ n/)                                                                                                
             Look. / n / is nose!   (看，/ n/是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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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e the letter n to complete the face and form the nose.  
             (描写字母n来完成脸部，形成鼻子图案。)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6)、/ n /   (/ n/)                                                                                               
             Look. / n / is nose!  (看，/ n/是鼻子！)                                                                                
             Trace the letter n to complete the face and form the nose. 
             (描写字母n来完成脸部，形成鼻子图案。)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7)、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8)、/ n /  (/ n/)                                                                                               
             It says / n /.    (它读“/ n/”。)                                                                                      
             Say / n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n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0)、nose      (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nose.    (是的，它是个鼻子。)                                                                                      
     (11)、Nose begins with / n /.  (nose以发音 / n /开头。)                                                                             
               / n / - nose. nose begins with the sound / n /. 
              Note the / n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nose. 
           （/ n / - nose。nose以/ n /发音开头。注意单词nose的开头发音/n /。）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n、nose。

Lesson 7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o / (元音/ o /)，orange(桔子)
复习： / æ / -- / n /，apple(苹果)，ball(球)，cat(猫)，dog(狗)，egg(蛋)，finger(手指) , 
            goat(山羊)，hat(帽子)，ink(墨水)，jug(壶)，kite(风筝)，lion(狮子)，monkey(猴子)
            nose(鼻子)
课堂用语*： Point to / o /.  Say / o /. (指向音标 / o /。念 / o /。)  Orange begins with / o /. 
                       (桔子的单词以 / o / 开头。) Find / o /? （找到/ o /？）Look and stick. 
                       (看然后贴。)  Colour the oranges with / o /.  (给包含 / o /的桔子涂色。)
二、奖品
桔子。如果小孩会读单词：orange，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桔子。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letter sound / o / and new word: orange also review: / æ / -- /n/, apple, 
ball, cat, dog, egg, finger, goat. hat, ink, jug, kite, lion, monkey. nose.  也可以用中文描

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辅音 / o / 以及新单词：桔子，同时还将复习：

/ æ /  --  / n / 以及苹果、球、猫、狗、蛋、手指，羊，帽子，墨水、壶、风筝、狮

子、猴子和鼻子。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ʤ / （/ ʤ /）                                                                                              
            jug （壶）                                                                                                
            / k /  （/ k /）                                                                                              
            kite   （风筝）                                                                                              
            / l /   （/ l /）                                                                                             
            lion    （狮子）                                                                                             
            / m /    （/ m /）                                                                                           
            monkey （猴子）                                                                                             
            / n /     （/ n /）                                                                                          
            nose    （鼻子）                                                                                            
    (2)、It's song time!  复习：Unit 4，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The lion has a kite （歌曲：狮子有一个风筝）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复习：Unit 4，Lesson 7，
            课文练习 4，Song: The lion has a kite（歌曲：狮子有一个风筝）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o /   （/ o /）                                                                                            
            It says / o /. （它读/ o /）                                                                                     
    (2)、/ o /, / o /, / o /. Says / o /.  (/ o /, / o /, / o /. 读 / o /。)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 o /。）                                                                                     
    (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 o /。）                                                                                     
    (4)、Say / o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o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 o /。）                                                                                     
    (5)、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读“桔子”。）                                                                                       
             Yes, it is an orange. （是的，它是一个桔子。）                                                                                     
    (6)、orange  （桔子）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是的，它是一个桔子。）                                                                                  
    (7)、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是的，它是一个桔子。）                                                                                    
    (8)、/ o / - orange. Orange begins with the sound / o /. 

            Note the / o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orange. 
          （/o/ - orange。orange以/ o/发音开头。注意单词orange的开头发音/o /。）
    (9)、/ o / （/ o /）                                                                                              
            Say / o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o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 o /。）                                                                                       
    (10)、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是的，它是一个桔子。）                                                                                   
    (11)、/ o /, / o /, / o /； （/ o /, / o /, / o /；） 
              orange, orange, orange；（桔子，桔子，桔子；） 
              / o /, / o /, / o /；（/ o /, / o /, / o /；） 
              orange, orange, orange （桔子，桔子，桔子）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o /   （/ o /）                                                                                             
            It says / o /.   （它读/ o /。）                                                                                    
    (2)、Say / o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o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 o /。）                                                                                       
4. Song: Monkey has an orange （歌曲：猴子有一个桔子）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ʤ /  （/ʤ /）                                                                                                
             jug  （壶）                                                                                            
             / k /  （/k /）                                                                                             
            kite  （风筝）                                                                                              
             / l /   （/l /）                                                                                            
            lion  （狮子）                                                                                              
             / m /  （/m /）                                                                                             
            monkey  （猴子）                                                                                            
             / n /      （/n /）                                                                                         
             nose     （鼻子）                                                                                           
             / o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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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nge   （桔子）                                                                                           
    (2)、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Monkey has an orange,  （猴子有一个桔子，）

             On his nose.            （在他的鼻子上。）

             Monkey has an orange, （猴子有一个桔子，）

             On his nose.          （在他的鼻子上。）

             Monkey, monkey        （猴子，猴子）

             Orange, nose..           （桔子，鼻子。）

             Monkey has an orange,   （猴子有一个桔子，） 
             On his nose.            （在他的鼻子上。）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课文 4，
             Song: Monkey has an orange  （歌曲：猴子有一个桔子）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Find the letters. Look and stick.  (找到字母。看然后贴。)

    (1)、/ o /  （/ o /）                                                                                                
            It says / o /.  （它读“/ o /”。）                                                                                        
    (2)、Say / o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o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 o /”。）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4)、/ m /   （/ m /）                                                                                             
             Point to  / m /.  （指向/ m /。）                                                                                   
             Say / m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m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m /”。）                                                                                 
    (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6)、/ m /  （/ m /）                                                                                              
             Find another / m /. （找到另外的/ m /。）                                                                                 
             Say / m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m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m /”。）                                                                                       

    (7)、What begins with / m /?  （什么是以/m /开头？）                                                                              
    (8)、monkey  （猴子）                                                                                               
             Point to the monkey. （指向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猴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monkey.  （是的，它是一只猴子。）                                                                                    
    (9)、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0)、/ n /  （/ n /）                                                                                             
              Point to  / n /.  （指向/ n /。）                                                                                  
              Say / n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n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n /”。）                                                                                    
    (1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2)、/ n /   （/ n /）                                                                                            
              Find another / n /.   （找到另外的/ n /。）                                                                              
              Say / n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n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n /”。）                                                                                      
    (13)、What begins with / n /?   （什么以/n /开头？）                                                                            
    (14)、nose （鼻子）                                                                                                 
              Point to the nose. （指向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nose.  （是的，它是个鼻子。）                                                                                      
    (1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6)、/ o /  （/ o/）                                                                                               
              Point to  / o /.  （指向/ o /。）                                                                                   
              Say / o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o/”，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o /”。）                                                                                       
    (17)、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8)、/ o /  （/ o/）                                                                                             
              Find another / o /.  （找到另外的/ o/）                                                                               
              Say / o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o/”，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o /”。）                                                                                     
    (19)、What begins with / o /?  （什么以/o /开头？）                                                                            
    (20)、orange  （桔子）                                                                                             
              Point to the orange.  （指向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是的，它是一个桔子。）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复习：Unit 1，Lesson 3，课文每周之星。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9. Game: Memory （游戏：回忆）
    (0)、Is it / m /?  （它是/ m /吗？）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 m /”。）                                                                                    
             / m /, / m /, / m /. Says / m /.   （/ m /, / m /, / m /. 读 / m /。）                                                                 
             What begins with / m /?  （什么以/ m /开头？）                                                                            
             monkey  （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猴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1)、Is it / n /?  （它是/ n /吗？）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 n /, / n /, / n /. Says / n /.  (/ n /, / n /, / n /. 读 / n /。)                                                                 
             What begins with / n /?   （什么以/ n /开头？）                                                                           
             nose   （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2)、Is it / o /?  （它是/ o /吗？）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 o/”。）                                                                                      
            / o /, / o /, / o /. Says / o /.   (/ o /, / o /, / o /. 读 / o /。)                                                                   
            What begins with / o /?   （什么以/ o /开头？）                                                                          
            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10.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o /  (/ o /)                                                                                              
               It says / o /.  (它读/ o /。)                                                                                      
      (2)、Say / o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o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 o /。)                                                                                   
11. Activity: Colour the oranges that contain letter o.  

     (活动：给包含字母o的桔子涂色。)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4)、/ o /       (/ o /)                                                                                          
             It says / o /.     (它读/ o /。)                                                                                   
             Say / o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o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 o /。)                                                                                     
    (5)、What begins with / o /?  (什么以/ o /开头？)                                                                             
    (6)、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是的，它是一个桔子。）                                                                                  
    (7)、Colour the oranges with / o /.  （给包含 / o /的桔子涂色/上色。）                                                                    
             Only colour the oranges that contain letter o. 
           （只给包含字母o的桔子涂色/上色。）                                                    
             Yes, it is an orange.  （是的，它是一个桔子。）                                                                                   
   (8)、Orange begins with / o /.  （orange以/ o /开头。）                                                                          
             / o / - orange. Orange begins with the sound / o /. 
             Note the / o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orange.  
           （/o/ - orange。orange以/ o/发音开头。注意单词orange的开头发音/o /。）
12.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o、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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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8

一、本课摘要
复习：jumper(毛衣)，trousers(长裤)，skirt(裙子)，T-shirt(短袖衫)，shoes(鞋子)， 
            shorts(短裤)， / m / ,  / n /,   / o /
课堂用语*：What's this? (这是什么?)  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Put on your (shorts). 【穿上你的(短裤)。】
                      This is (Tom's) picture. 【这是(汤姆)的相片。】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Orange begins with / o /. (橙汁以 / o / 开头。)
二、奖品

到购物中心购买小孩喜欢物品。如果小孩会读：复习中任何单词，就可以奖励到购

物中心购买小孩喜欢物品。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review: jumper, trousers, skirt, T-shirt, shoes, shorts;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

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复习：毛衣, 长裤, 裙子, 短袖衫, 鞋子, 短裤。

四、计划：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ʤ /         （/ ʤ /）                                                                                              
           jug           （壶）                                                                                           
           / k /          （/k /）                                                                                         
           kite          （风筝）                                                                                            
           / l /           （/ l /）                                                                                           
           lion          （狮子）                                                                                            
           / m /         （/ m /）                                                                                           
           monkey   （猴子）                                                                                           
           / n /          （/n /）                                                                                         

           nose         （鼻子）                                                                                             
           / o /      （/ o /）                                                                                         
           orange   （橙汁）                                                                                           
   (2)、It's song time! 复习：第 7 课，课文练习 4，
            Song: Monkey has an orange  (歌曲：猴子有一个桔子）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Lesson 7，课文练习4。     
   (4)、It's song time! 复习：第 2 课，课文练习4，
           Song: Clothes song (歌曲：衣服歌） 
   (5)、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Lesson 4，课文练习4。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2)、jumper  (毛衣）                                                                                             
            Say jumper.  (读“毛衣”。）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它是一件毛衣。）                                                                                     
    (3)、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4)、trousers    (长裤）                                                                                          
            Say trousers.  (读“长裤”。）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它们是长裤。）                                                                                  
    (5)、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6)、skirt  (裙子）                                                                                               
            Say skirt.  (读“裙子”。）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它是一条裙子。）                                                                                       
    (8)、skirt  (裙子）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它是一条裙子。）                                                                                   
    (10)、jumper   (毛衣）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它是一件毛衣。）                                                                                  
    (12)、trousers   （长裤）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它们是长裤。）                                                                                
    (14)、skirt   (裙子）                                                                                             
    (15)、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它是一条裙子。）                                                                                    
    (16)、jumper   (毛衣）                                                                                            
    (17)、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它是一件毛衣。）                                                                                   
    (18)、trousers   (长裤）                                                                                           
    (19)、Say trouse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长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它们是长裤。）                                                                                  
    (20)、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21)、T-shirt      (短袖衫）                                                                                          
               Say T-shirt.      (读“短袖衫”。）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它是一件短袖衫。）                                                                                  
    (2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23)、shoes   (鞋)                                                                                             
              Say shoes.    (读“鞋”。）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24)、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25)、shorts     (短裤）                                                                                            
              Say shorts.     (读“短裤”。)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27)、shorts    (短裤）                                                                                            
    (2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29)、T-shirt   (短袖衫）                                                                                            
    (30)、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它是一件短袖衫。）                                                                                    
    (31)、shoes  (鞋）                                                                                               

    (3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33)、shorts   (短裤）                                                                                             
    (34)、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35)、T-shirt   (短袖衫）                                                                                            
    (36)、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它是一件短袖衫。）                                                                                  
    (37)、shoes   (鞋)                                                                                             
    (38)、Say sho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39)、Listen, point, and say.  (听，指和说。)                                                                               
              Get dressed, Tom and Lucy. （穿衣服，汤姆和露西。）

              Tom, put on your shorts. What colour? Blue.  
            （汤姆，穿上你的鞋。什么颜色？蓝色。）

              Put on your T-shirt. What colour? Yellow.    
            （穿上你的短袖衫。什么颜色？黄色。）

              Lucy, put on your skirt. What colour? Red.   
            （露西，穿上你的裙子。什么颜色？红色。）

              Put on your jumper. What colour? Green.     
            （穿上你的毛衣。什么颜色？绿色。）

3. Listen and trace. （听然后描。）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They are going to dress their pictures of Tom and Lucy. 
             (他们打算打扮一下汤姆和露西的照片）                                             
             You need four stages of making dressing up pictures.  
            (制作装扮照片你需要4个步骤。)                                              
    (2)、You colour the clothes.  (你给衣服涂色/上色。)                                                                            
    (3)、You cut out the clothes  (你剪下衣服。)                                                                            
    (4)、You stick on the clothes on Tom.  (你将衣服粘贴在汤姆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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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You stick the clothes on Lucy.  (你将衣服粘贴在露西身上。)                                                                      
4. Dress Tom and Lucy. （给汤姆和露西穿衣。）
    (1)、Who's this, Jojo?  (优优，这个是谁？)                                                                                   
    (2)、Tom  (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是的，他是汤姆。)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T-shirt   (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它是一件短袖衫。)                                                                                     
    (5)、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6)、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yellow (是的，黄色。)                                                                                               
    (7)、Colour the pictures of clothes, any colours you wish.  
            (用你想要的任何颜色给衣服的图片涂色/上色。)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它是一件短袖衫。)                                                                                    
    (8)、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9)、shorts   (短裤)                                                                                             
             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10)、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1)、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绿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een    (是的，绿色。)                                                                                              
    (12)、Colour the pictures of clothes, any colours you wish. 
              (用你想要的任何颜色给衣服的图片涂色/上色。)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13)、Who's this, Jojo?   (优优，这个是谁？)                                                                                      
    (14)、Lucy  (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是的，她是露西。)                                                                                         
    (1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6)、jumper     (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它是一件毛衣。)                                                                                      
    (17)、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8)、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19)、Colour the pictures of clothes, any colours you wish. 
              (用你想要的任何颜色给衣服的图片涂色/上色。)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它是一件毛衣。)                                                                                      
    (2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1)、skirt   (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它是一条裙子。)                                                                                     
    (22)、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23)、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yellow   (是的，黄色。)                                                                                            
    (24)、Colour the pictures of clothes, any colours you wish.
              (用你想要的任何颜色给衣服的图片涂色/上色。)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它是一条裙子。)                                                                                      
5. Show and tell. （展示然后讲述。）
    (1)、This is Tom's picture.  (这是汤姆的照片。)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T-shirt   (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它是一件短袖衫。)                                                                                  
    (4)、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5)、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yellow  (是的，黄色。)                                                                                               
    (6)、Colour the pictures of clothes, any colours you wish.  
             (用你想要的任何颜色给衣服的图片涂色/上色。)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它是一件短袖衫。)                                                                                      
    (7)、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8)、shorts    (短裤)                                                                                             
             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9)、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0)、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绿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een   (是的，绿色。)                                                                                            
    (11)、Colour the pictures of clothes, any colours you wish.   
              (用你想要的任何颜色给衣服的图片涂色/上色。)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12)、This is Lucy's picture.  (这是露西的照片。)                                                                               
    (1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4)、jumper    (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它是一件毛衣。)                                                                                      
    (15)、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6)、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red    (是的，红色。)                                                                                             
    (17)、Colour the pictures of clothes, any colours you wish.   
              (用你想要的任何颜色给衣服的图片涂色/上色。)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它是一件毛衣。)                                                                                     
    (1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9)、skirt   (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它是一条裙子。)                                                                                   
    (21)、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22)、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yellow  (是的，黄色。)                                                                                                 
    (23)、Colour the pictures of clothes, any colours you wish.  
              (用你想要的任何颜色给衣服的图片涂色/上色。)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它是一条裙子。)                                                                                     
6.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7. Game: Match the letters and pictures  (游戏：匹配字母与图片)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m /  (/ m /)                                                                                              
             It says / m /.  (它读“/ m /”。)                                                                                    
             / m /, / m /, / m /. Says / m /.    (/ m /, / m /, / m /. 读 / m /。)                                                                 
             What begins with / m /?   (什么以/ m /开头？)                                                                        
             monkey   (猴子)                                                                                               
             It is a monkey.   (它是一只猴子。)                                                                                      
             Say monkey.   (读“猴子”。)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letter m and move to / m /. 
             (找到一个以字母m开头的单词，移到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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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 m /”。)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n /  (/n /)                                                                                             
             It says / n /.   (它读“/ n /”。)                                                                                      
             / n /, / n /, / n /. Says / n /.  (/ n /, / n /, / n/. 读 / n /。)                                                                       
             What begins with / n /?   (什么以/ n /开头？)                                                                              
             nose  (鼻子)                                                                                                 
             It's a nose.   (它是个鼻子。)                                                                                        
             Say nose.   (读“鼻子”。)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letter n and move to / n /.   
             (找到一个以字母n开头的单词，移到 /n /。)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o /   (/o /)                                                                                               
             It says / o /.   (它读“/ o/”。)                                                                                      
             / o /, / o /, / o /. Says / o /.  (/ o /, / o /, / o/. 读 / o/。)                                                                   
             What begins with / o /?   (什么以/ o /开头？)                                                                             
             orange  (桔子)                                                                                             
             It is an orange.  (它是一个桔子。)                                                                                   
             Say orange.  (读“桔子”。)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letter o and move to / o /. 
            (找到一个以字母o开头的单词，移到 /o/。)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 o/”。)                                                                                     
8. Musical words （音乐词汇）
    Game 1: （游戏1：）
    (0)、Where's the T-shirt?    (短袖衫在哪儿？)                                                                                
             T-shirt     (短袖衫)                                                                                            
             Say T-sh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袖衫”，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shirt.  (是的，它是一件短袖衫。)                                                                                    
    (1)、Where are the shoes?   (鞋在哪儿？)                                                                               
             shoes (鞋)                                                                                                
             Say sho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es.   (是的，它们是鞋。)                                                                                    
      (2)、Where are the shorts?   (短裤在哪儿?)                                                                              
               shorts  (短裤)                                                                                              
               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Game 2: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jumper    (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It is a jumper.   (它是一件毛衣。)                                                                                   
      (1)、Are they trousers?   (它们是长裤吗？)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它们是长裤。)                                                                                 
               Say trouse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长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它们是长裤。)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kirt (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它是一条裙子。)                                                                                      
9. Review（复习）
    本课文为本单元最后一课，课文将复习本单元所学的全部关键词（课文目录区

    中深红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巩固所学的知识。

Unit 6 Toys （第六单元 玩具）

Lesson 1

一、单元目标：第六单元结束，小孩将能够：
• 认识并会念这六个衣物的名称：玩具，球，汽车，积木，火车，玩具娃娃

• 理解并能叙述一个简单的故事：这是我的玩具熊 
• 欣赏一首有关食物的歌并通过小鼓和沙铃进行音乐伴奏

• 认识小写字母p, q 和r 以及与之对应的音标：/ p /, / q /, / r /
• 认识三个以/ p /, / q /,/ r /为首音标的单词：比萨，女王，兔子

• 认识数字8 和 9 并数到9
• 在一行数字中看到数字 9
• 通过阴影图片分辨物体和在不同内容中通过视觉分辨相同物体

• 通过制作玩具汽车理解顺序

• 理解附加的课堂用语 
二、本课摘要
新词汇：teddy(玩具熊) ， ball (球)， car(汽车) 
复习词汇：T-shirt(短袖衫)， jumper(毛衣)， skirt(裙子)， trousers (长裤)， 
                    shorts (短裤) ，shoes （鞋子）。

课堂用语：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Is it a (teddy)? 【它是一件（玩具熊）？】 
                     Point to a (car). 【指向（汽车）。】Colour the (ball). 【给（球）填色。 】 
                     What does (Lucy) have? 【 (露西)有什么？】 Pass the cards. （传卡片。）           
                     What colour is it? (这是什么颜色？)Is this a (teddy)? 【这是一个(玩具熊)吗？】
三、奖品

小汽车玩具。如果小孩会读单词：teddy， ball， car，就可以奖励小孩一辆玩具小

汽车。

四、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use the following new word: teddy, ball, car. Review: T-shirt, jumpe, skirt, 
trousers, shorts , shoes.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如下新单

词：玩具，球，汽车。复习：短袖衫，毛衣，裙子，长裤，短裤，鞋子。

五、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 Lesson 1, 五。
六、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Unit 2，Lesson 2，练习 4，
    Song: Clothes song （歌曲：衣服歌）

2. Listen and repeat （跟读）
    (1)、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2)、teddy  (玩具熊)                                                                                              
             Say teddy.  (读“玩具熊”。)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它是一个玩具熊。)                                                                                     
    (3)、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4)、ball  (球)                                                                                              
             Say ball.  (读“球”。)                                                                                          
             Yes, it's a ball.   (是的，它是一个球。)                                                                                      
    (5)、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6)、car   (汽车)                                                                                               
             Say car.    (读“汽车”。)                                                                                          
             Yes, it is a car. (是的，它是一辆汽车。)                                                                                        
    (8)、car   (汽车)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它是一辆汽车。)                                                                                      
    (10)、teddy (玩具熊)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它是一个玩具熊。)                                                                                      
    (12)、ball   (球)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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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s a ball.   (是的，它是一个球。)                                                                                           
    (14)、car   (汽车)                                                                                                    
    (15)、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它是一辆汽车。)                                                                                       
    (16)、teddy  (玩具)                                                                                              
    (17)、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它是一个玩具熊。)                                                                                     
    (18)、ball (球)                                                                                                
    (19)、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all.   (是的，它是一个球。)                                                                                       
3. Chant: Teddy, teddy, teddy （朗诵：玩具熊，玩具熊，玩具熊）
    (1)、Chant: Jumper and trousers and skirt（朗诵：毛衣，长裤和裙子）

             Teddy, teddy, teddy  (玩具熊，玩具熊， 玩具熊)  
             hug, hug, hug.  (拥抱，拥抱，拥抱。)。
             Ball, ball, ball  (球， 球， 球)  
             Bounce, bounce, bounce.  (拍球，拍球，拍球。)
             Car, car, car  (汽车， 汽车， 汽车)
             broom, broom, broom.  (开，开，开。)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3)、car  (汽车)                                                                                                  
    (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它是一辆汽车。)                                                                                          
    (5)、teddy  (玩具熊)                                                                                                  
    (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它是一个玩具熊。)                                                                                      
    (7)、ball  (球)                                                                                                 
    (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all. (是的，它是一个球。)                                                                                         
    (9)、car (汽车)                                                                                                 
    (10)、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它是一辆汽车。)                                                                                        
    (11)、teddy  (玩具熊)                                                                                           
    (12)、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它是一个玩具熊。)                                                                                       
    (13)、ball  (球)                                                                                                 
    (14)、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all.   (是的，它是一个球。)                                                                                      
4. Game: Music and actions （游戏：音乐和动作）
    (0)、Stand still.  (站立。)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teddy  (玩具熊)                                                                                               
             Mine hugging a teddy.  (表演拥抱一个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它是一个玩具熊。)                                                                                     
    (1)、Stand still.  (站立。)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ll   (球)                                                                                               
             Mime bouncing a ball. (表演拍球。)                                                                               
             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all.  (是的，它是一个球。)                                                                                         
    (2)、Stand still.   (站立。)                                                                                        
             What is this?   (它是什么？)                                                                                       
             car  (汽车)                                                                                                  
             Mine pushing a toy car along.  (表演向前推着一辆玩具汽车。)                                                                      
             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它是一辆汽车。)                                                                                        
5. Quiet time（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Look and colour.  (看后涂色。)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Good work.   (干得好。)                                                                                         
    (3)、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去画一条线或一个圆将兔子圈起来。）                                       
            Good work.   (干得好。)                                                                                            
    (4)、There are also Lucy, Tom, Jojo in the picture. 
             (照片里也有露西，汤姆和优优。)                                                     
    (5)、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6)、Lucy    (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是的，她是露西。)                                                                                        
    (7)、What does Lucy have?     (露西有什么？)                                                                                
    (8)、teddy    (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它是一个玩具熊。)                                                                                      
    (9)、Is it a car?   (这是一辆汽车吗？)                                                                                        
    (10)、No, it is a teddy.   (不是，这是一个玩具熊。)                                                                                      
              Is it a teddy?   (这是一个玩具熊吗？)                                                                                       
    (11)、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teddy   (玩具熊)                                                                                               
    (12)、Point to the teddy.  (指向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13)、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4)、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yellow  (是的，黄色。)                                                                                              
    (15)、Colour the picture of the teddy. (给玩具熊的图片涂色/上色。)                                                                    
               Yes, yellow teddy  (是的，黄色的玩具熊。)                                                                                       
               Good work.  (干得好。)                                                                                         
    (16)、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17)、Tom  (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是的，他是汤姆。)                                                                                         
    (18)、What does Tom have?  (汤姆有什么？)                                                                                
    (19)、car (汽车)                                                                                                 
               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20)、Is it a ball?     (这是一个球吗?)                                                                                       
    (21)、No, it is a car.   (不是，这是一辆汽车。)                                                                                          
               Is it a car?   (这是一辆汽车吗？)                                                                                          
    (22)、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23)、car   (汽车)                                                                                                  
               Point to the car.   (指向汽车。)                                                                                    
               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24)、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25)、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red (是的，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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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Colour the picture of the car.  (给汽车的图片涂色/上色。)                                                                      
               Yes, red car.  (是的，红色汽车。)                                                                                             
               Good work.   (干得好。)                                                                                         
    (27)、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28)、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是的，它是优优。)                                                                                         
    (29)、What does Jojo have?  (优优有什么？)                                                                                
    (30)、ball  (球)                                                                                                
              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31)、Is it a teddy?   (这是玩具熊吗？)                                                                                    
    (32)、No, it's a ball.    (不是，这是一个球。)                                                                                      
               Is it a ball?    (这是一个球吗？)                                                                                     
    (33)、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34)、ball     (球)                                                                                              
              Point to the ball.    (指向球。)                                                                                 
              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35)、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36)、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绿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een   (是的，绿色。)                                                                                              
    (37)、Colour the picture of the ball.   (给球的图片涂色/上色。)                                                                    
               Yes, green ball   (是的，绿球。)                                                                                         
               Good work.    (干得好。)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Pass the cards （游戏：传递卡片）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teddy   (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r    (汽车)                                                                                               
             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ll   (球)                                                                                               
             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9. Game：Blindfold Jojo （游戏：蒙住优优的眼睛）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teddy      (玩具熊)                                                                                             
             Is it a ball?    (这是一个球吗？)                                                                                     
             No, it is a teddy.   (不是，这是一个玩具熊。)                                                                                     
             Is it a teddy?   (这是一个玩具熊吗？)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r   (汽车)                                                                                              
             Is it a teddy?   (这是一个玩具熊吗？)                                                                                   
             No, it is a car.  (不是，这是一辆汽车。)                                                                                      

             Is it a car?  (这是一辆汽车吗？)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all  (球)                                                                                              
             Is it a car?  (这是一辆汽车吗？)                                                                                      
             No, it's a ball.   (不是，这是一个球。)                                                                                       
             Is it a ball?  (这是一个球吗？)                                                                                       
             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10. Activity: Circle the matching shadow. （在匹配阴影周围画圈。）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teddy   (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4)、Is it a teddy?  (这是一个玩具熊吗？)                                                                                     
    (5)、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Circle the shadow of the teddy. (将玩具熊的阴影圈出来。)                                                                      
             Good work.  (干得好。)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7)、ball    (球)                                                                                               
             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8)、Is it a ball?   (这是一个球吗？)                                                                                       
      (9)、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Circle the shadow of the ball. (将球的阴影圈出来。)                                                                      
               Good work.  (干得好。)                                                                                        
               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1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1)、car  (汽车)                                                                                                 
                 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12)、Is it a car?    (这是一辆汽车吗？)                                                                                    
      (13)、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Circle the shadow of the car.  (将汽车的阴影圈出来。)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teddy, ball, car.（玩具，球、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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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2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bricks (积木)，train (火车)，doll (布娃娃)；
复习：teddy(玩具熊) ， car (汽车)， ball (球) ， yes(是)， no (不是)
课堂用语 *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Is it a (doll)?【它是（布娃娃）吗？】 Are they (bricks)? 
                      【它们是（积木）吗？】 Where's the train? (火车在哪？) 
                        It's song time.（现在是唱歌时间。）

                        Point to the (doll). 【指向一个（布娃娃）】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玩具火车。如果小孩会读单词：Bricks，train，doll，就可以送小孩一个玩具火车。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following new word: Bricks, train, doll. Review: teddy, car, ball, yes 
and no.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如下新单词：积木，火

车，布娃娃。并复习：玩具熊、汽车、球、是和不是。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1，课文练习 3，Chant: Teddy, teddy, teddy
2. Listen and repeat. （跟读。）
    (1)、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2)、train  (火车)                                                                                                
             Say train.   (读“火车”。)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3)、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4)、bricks   (积木)                                                                                              
             Say bricks.   (读“积木”。)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5)、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6)、doll   (布娃娃)                                                                                               
             Say doll.   (读“布娃娃”。)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8)、doll   (布娃娃)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10)、train   (火车)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12)、bricks  (积木)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14)、doll    (布娃娃)                                                                                               
    (15)、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16)、train  (火车)                                                                                              
    (17)、Say trai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火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18)、bricks    (积木)                                                                                             
    (19)、Say bri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积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3. Game: Mime and say （游戏： 表演和说）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Help Jojo!   (帮助优优！)                                                                                            
            train   (火车)                                                                                                 
            Push a toy train.   (推一辆玩具火车。)                                                                                     
            Say trai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火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1)、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Help Jojo!  (帮助优优！)                                                                                           
             bricks    (积木)                                                                                             
             Build a tower of bricks.    (搭建一座积木塔。)                                                                           
             Say bri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积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Help Jojo!    (帮助优优！)                                                                                         
             doll     (布娃娃)                                                                                              
             Hug a doll.  (拥抱布娃娃。)                                                                                          
             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4. Song: Toys song （歌曲：玩具歌）
    (1)、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We love toys. (我们喜欢玩具。) 
             Yes, we do.  (是。我们喜欢。)
             Toys for me,  (我的玩具。)
             Toys for you,  (你的玩具。)
             We love bricks.  (我们喜欢积木。) 
             1, 2, 3.       （1， 2， 3。）
             We love dolls.  (我们喜欢布娃娃。)
             Play with me.  (与我一起玩。)
             We love trains.  (我们喜欢火车。)
             1, 2, 3        (1， 2， 3。)

             We love cars.   (我们喜欢汽车。)
             Play with me.  (与我一起玩。)
             We love toys.   (我们喜欢玩具。)
             Yes. We do.    (是。我们喜欢。)
             Toys for me.   (我的玩具。)
             Toys for you.   (你的玩具。)
    (2)、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上述 (1)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Match and stick.  (找到然后贴。)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train   (火车)                                                                                              
             Point to the train.   (指向火车。)                                                                                
             Say trai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火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3)、What colour is it?  (这是什么颜色？)                                                                            
    (4)、blue  (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蓝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lue  (是的，蓝色。)                                                                                                
    (5)、Follow the long pathways to match the items.   (沿着这条长线去匹配物品。)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Good work. (干得好。)                                                                                         
    (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7)、train  (火车)                                                                                             
            Point to the other train.  (指向另外一辆火车。)                                                                         
            Show me the train.  (给我看看火车。)                                                                                
            Say trai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火车”，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8)、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9)、bricks  (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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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to the bricks. (指向积木。)                                                                                
            Say bri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积木”，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10)、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1)、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yellow  (是的，黄色。)                                                                                               
    (12)、Follow the long pathways to match the items. (沿着这条长线去匹配物品。)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Good work.   (干得好。)                                                                                         
    (13)、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14)、bricks   (积木)                                                                                             
              Point to the other bricks.   (指向另外的积木。)                                                                         
              Show me the bricks.   (给我看看积木。)                                                                                
              Say bri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积木”，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1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6)、doll  (布娃娃)                                                                                               
              Point to the doll.  (指向布娃娃。)                                                                                 
              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17)、What colour is it?    (这是什么颜色？)                                                                                 
    (18)、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绿色”，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een    (是的，绿色)                                                                                                  
    (19)、follow the long pathways to match the items. (沿着这条长线去匹配物品。)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Good work.   (干得好。)                                                                                            

    (2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1)、doll  (布娃娃)                                                                                                  
               Point to the other doll. (指向另外一个布娃娃。)                                                                               
               Show me the doll.  (给我看看布娃娃。）                                                                                 
               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更多精彩！）
8. Game: Memory  (游戏：记忆)

     (0)、Where's the train? (火车在哪儿？)                                                                                  
              train  (火车)                                                                                              
              Say trai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火车”，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Well done.  (干得好。)                                                                                          
     (1)、Where are the bricks?  (积木在哪儿？)                                                                               
              bricks  (积木)                                                                                              
              Say bri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积木”，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Well done.  (干得好。)                                                                                         
     (2)、Where's the doll?  (布娃娃在哪儿？)                                                                                  
              doll  (布娃娃)                                                                                               
              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Well done.   (干得好。)                                                                                         
9. Game：Pass the ball （游戏：传球）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Help Jojo!    (帮助优优！)                                                                                        
             train        (火车)                                                                                         

             Is it a doll?     (这是布娃娃吗？)                                                                                    
             No, it is a train.    (不是，这是一辆火车。)                                                                                    
             Say trai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火车”，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1)、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Help Jojo!      (帮助优优！)                                                                                      
             bricks        (积木)                                                                                        
             Is it a train?     (这是火车吗？)                                                                                   
             No, they are bricks.    (不是，它们是积木。)                                                                                  
             Say bri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积木”，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Help Jojo!    (帮助优优！)                                                                                          
             doll     (布娃娃)                                                                                               
             Are they bricks?    (它们是积木吗？)                                                                                    
             No, it is a doll.    (不是，这是一个布娃娃。)                                                                                         
             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10. Activity. Circle or colour the toys you find in the big picture. Say train, doll, bricks.   

    （活动：给在大的图片中你发现的图片玩具填色。念：火车，布娃娃和积木）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train       (火车)                                                                                           
              Say trai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火车”，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4)、Where's the train?  (火车在哪儿？)                                                                                   
      (5)、train   (火车)                                                                                             
              Point to the train.   (指向火车。)                                                                                
              Say trai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火车”，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6)、Circle the train in the big picture. (在这幅大图片中圈出火车。)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Good work.     (干得好。)                                                                                       
      (7)、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8)、bricks      (积木)                                                                                          
               Say bri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积木”，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9)、Where are the bricks?   (积木在哪儿？)                                                                               
      (10)、bricks      (积木)                                                                                          
                Point to the bricks.     (指向积木。)                                                                             
                Say bri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积木”，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11)、Circle the bricks in the big picture.    (在这幅大图片中圈出积木。)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Good work.      (干得好。)                                                                                     
      (1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3)、doll          (布娃娃)                                                                                       
                 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布娃娃。)                                                                                    
      (14)、Where's the doll?    (布娃娃在哪儿？)                                                                                 
      (15)、doll     (布娃娃)                                                                                             
                 Point to the doll.    (指向布娃娃。)                                                                                
                 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布娃娃。)                                                                                     
      (16)、Circle the doll in the big picture.    (在这幅大图片中圈出布娃娃。)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布娃娃。)                                                                                        
                 Good work.      (干得好。)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

      红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bricks、train、d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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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3

一、本课摘要
复习：doll(布娃娃) ， teddy(玩具熊)， car(小汽车)， train(火车)，skirt(裙子)， 
            bricks(积木)， jumper(毛衣)，green(绿色)，yellow(黄色)
课堂用语 * ：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 Yes. There he is. (是。它在那。) 
                        Point to the(teddy).【指向(玩具熊)。】Where's the (jumper)? 
                      【(毛衣)在哪？】 What colour is the (jumper)? 【(毛衣)什么颜色？】  
                        It's story time.（现在是讲故事时间。）What is missing?（缺什么？） 
                        Colour the  (jumper) (green). 【将(毛衣)涂成(绿色)。】
                        *：粗体部分为新课堂用语

二、奖品

芭比娃娃。如果小孩会读单词：复习中单词，就可以奖励小孩芭比娃娃。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lesson, you will be 
review: doll, teddy, car, train, skirt, bricks, jumper, green, yellow.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

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复习：布娃娃，玩具熊，小汽车，火车，裙子，积木，毛

衣，绿色，黄色。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It's song time! 
            复习：Lesson 2，课文练习4：Song: Toys song （歌曲：玩具歌）

   (2)、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Lesson 2，课文练习4，Song: Toys song. （歌曲：玩具歌）

2. Listen and point.  （读然后认。）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3)、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去画一条线或一个圆将兔子圈起来。）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Good work.    (干得好。)                                                                                       
    (4)、Where's Tom?     (汤姆在哪儿？)                                                                                     
    (5)、Tom          (汤姆)                                                                                         
             Point to Tom.   (指向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6)、Where's Lucy?        (露西在哪儿？)                                                                                   
    (7)、Lucy           (露西)                                                                                         
             Point to Lucy.    (指向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re she is!    (是的，她在那儿！)                                                                                     
    (8)、Where's Jojo?   (优优在哪儿？)                                                                                    
    (9)、Jojo         (优优)                                                                                       
            Point to Jojo.     (指向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10)、Where's the jumper?     (毛衣在哪儿？)                                                                              
    (11)、jumper      (毛衣)                                                                                          
              Point to the jumper.   (指向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it is!    (是的，它在那儿！)                                                                                      
    (12)、What colour is the jumper?  (毛衣什么颜色？)                                                                          
    (13)、yellow    (黄色)                                                                                            
              A yellow jumper.   (一件黄色毛衣。)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a yellow jumper.    (是的，一件黄色毛衣。)                                                                                   
    (14)、Where's the skirt?   (裙子在哪儿？)                                                                                  
    (15)、skirt     (裙子)                                                                                             
              Point to the skirt.   (指向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it is!   (是的，它在那儿！)                                                                                       
    (16)、What colour is the skirt?   (裙子什么颜色？)                                                                          
    (17)、green   (绿色)                                                                                              
               A green skirt.    (一条绿色裙子。)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绿色”，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a green skirt.   (是的，一条绿色的裙子。)                                                                                     
    (18)、Where's the teddy?      (玩具熊在哪儿？)                                                                              
    (19)、teddy    (玩具熊)                                                                                             
              Point to the teddy.   (指向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it is!    (是的，它在那儿！)                                                                                      
    (20)、Where's the doll?   (布娃娃在哪儿？)                                                                                  
    (21)、doll    (布娃娃)                                                                                              
              Point to the doll.   (指向布娃娃。)                                                                                 
              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it is!  (是的，它在那儿！)                                                                                        
    (22)、Where's the car?   (汽车在哪儿？)                                                                                   
    (23)、car     (汽车)                                                                                              

              Point to the car.     (指向汽车。)                                                                                
              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it is!     (是的，它在那儿！)                                                                                     
3. Story: This is my teddy. （故事：这是我的玩具熊。）
    (1)、It's story time.  (现在是讲故事时间。)                                                                                    
    (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correct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1.
            LUCY: This is my teddy.（露西：这是我的玩具熊。） 
            JOJO: Hello, teddy.   （优优：你好。玩具熊。）

            LUCY: Look. A yellow jumper. （露西：看。 一件黄色毛衣。）

            2.
            LUCY: This is my doll. （露西：这是我的布娃娃。） 
            JOJO: Hello, doll.     （优优：你好。布娃娃。）

            LUCY: Look. A green skirt. （露西：看。 一条绿色裙子。）

            3.
            TOM: This is my car. （汤姆：这是我的汽车） 
            JOJO: Hello car.    （优优：你好。汽车。）

            4.
            TOM: Oh no! My car!  （汤姆：哦，不是！我的汽车！）

            JOJO: A yellow jumper and a green skirt.  （优优：一件黄色毛衣和一条绿色裙子。）

    4. Listen and act. （听然后表演。）
        (1)、LUCY: This is my teddy. （露西：这是我的玩具熊。）

                JOJO: Hello, teddy. （优优：你好。玩具熊。）

                LUCY: Look. A yellow jumper.  （露西：看。 一件黄色毛衣。）                        
        (2)、Mine hugging a teddy and shaking its hand. （表演拥抱玩具熊和它握手。）                                                         
        (3)、LUCY: This is my doll. （露西：这是我的布娃娃。）

                 JOJO: Hello, doll. （优优：你好。布娃娃。）

                 LUCY: Look. A green skirt.    (露西：看。 一条绿色的裙子。）                             
        (4)、Mine rocking a doll, then shaking its hand.  (表演摇晃布娃娃，然后和它握手。）              
        (6)、Mine pushing a toy car along and say broom, broom. 
                 (表演向前推着玩具汽车嘴里说着开，开。）                                                 
        (7)、TOM: Oh no! My car! （汤姆：哦，不是！我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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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JO: A yellow jumper and a green skirt.  （优优：一件黄色毛衣和一条绿色裙子。）                                    
        (8)、Mine holding up a car and look very surprised.  
               （表演举起汽车看起来非常惊讶。）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Find and match. (找到然后说。)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3)、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去画一条线或一个圆将兔子圈起来。）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Good work.   (干得好。)                                                                                           
    (4)、Where's Lucy?    (露西在哪儿？)                                                                                       
    (5)、Lucy       (露西)                                                                                             
            Point to Lucy.    (指向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re she is!    (是的，她在那儿！)                                                                                       
    (6)、Where's the teddy?     (玩具熊在哪儿？)                                                                                 
    (7)、teddy   (玩具熊)                                                                                                
             Point to the teddy.     (指向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it is!   (是的，它在那儿！)                                                                                          
    (8)、Where's Jojo?    (优优在哪儿？)                                                                                        
    (9)、Jojo      (优优)                                                                                               
            Point to Jojo.    (指向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10)、Where's the doll?    (布娃娃在哪儿？)                                                                                  

    (11)、doll   (布娃娃)                                                                                                
              Point to the doll.  (指向布娃娃。)                                                                                   
              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it is!    (是的，它在那儿！)                                                                                     
    (12)、Where's Tom?     (汤姆在哪儿？)                                                                                    
    (13)、Tom   (汤姆)                                                                                               
               Point to Tom.   (指向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14)、Where's the car?   (汽车在哪儿？)                                                                                  
    (15)、car   (汽车)                                                                                               
              Point to the car.   (指向汽车。)                                                                                 
              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it is!    (是的，它在那儿！)                                                                                     
    (16)、Where's the jumper?     (毛衣在哪儿？)                                                                             
    (17)、jumper      (毛衣)                                                                                         
              Point to the jumper.    (指向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it is!    (是的，它在那儿！)                                                                                     
    (18)、Where's the skirt?    (裙子在哪儿？)                                                                               
    (19)、skirt    (裙子)                                                                                            
              Point to the skirt.   (指向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it is!    (是的，它在那儿！)                                                                                     
              It i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复习：Unit 1，Lesson 3，课文每周之星。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9. Game: What is missing?  (游戏：缺什么？)

    (0)、car    (汽车)                                                                                              
            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car    (汽车)                                                                                              
            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1)、bricks     (积木)                                                                                          
             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bricks   (积木)                                                                                            
             Say bri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积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2)、doll    (布娃娃)                                                                                             
             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doll  (布娃娃)                                                                                              
             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布娃娃。)                                                                                     
    (3)、train   (火车)                                                                                             
            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train     (火车)                                                                                           
            Say trai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火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10. Pass the ball. （游戏： 传球。）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car     (汽车)                                                                                             
              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doll     (布娃娃)                                                                                            
              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train   (火车)                                                                                             
              Say trai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火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ricks    (积木)                                                                                           
             Say bri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积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11. Activity: Listen to the story again and colour. （活动：听故事然后涂色。）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jumper    (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一件毛衣。)                                                                                 
     (4)、Where's the jumper?   (毛衣在哪儿？)                                                                               
     (5)、jumper   (毛衣)                                                                                            
             Point to the jumper.   (指向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一件毛衣。)                                                                                   
     (6)、What colour is it?    (这是什么颜色？)                                                                               
     (7)、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yellow   (是的，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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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What colour is the jumper?     (毛衣什么颜色？)                                                                      
     (9)、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a yellow jumper.   (是的，一件黄色毛衣。)                                                                                  
     (10)、jumper   (毛衣)                                                                                            
               Colour the jumper yellow.  (给这件毛衣涂上黄色。)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一件黄色的毛衣。)                                                                                   
               Look.  (看。)                                                                                             
              You are so neat now!   (你现在非常整洁！)                                                                             
              Good work.  (干得好。)                                                                                        
     (1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2)、skirt (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一条裙子。)                                                                                      
     (13)、Where's the skirt?  (裙子在哪儿？)                                                                                  
     (14)、skirt   (裙子)                                                                                              
                Point to the skirt.   (指向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一条裙子。)                                                                                       
     (15)、What colour is it?  (这是什么颜色？)                                                                                  
     (16)、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绿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een   (是的，绿色。)                                                                                             
     (17)、What colour is the skirt?  (裙子是什么颜色？)                                                                          
     (18)、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绿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a green skirt.  (是的，一条绿色的裙子。)                                                                                     
     (19)、skirt  (裙子)                                                                                              
               Colour the skirt green.   (给裙子涂上绿色。)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一条裙子。)                                                                                     
               Look.  (看。)                                                                                              
               You are so neat now!   (你现在非常整洁！)                                                                                   
               Good work.   (干得好。)         

Lesson 4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number 8 (数字 8)，number 9  (数字 9 )
复习： number 1-7 (数字 1-7)，cars (小汽车)，teddies(玩具熊)，balls (球)，bricks(积木)，  
             yes(是)，no (不是)
课堂用语*：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How many (cars)?【多少辆(小汽车)？ 】  
                      Is it 8? (它是 8 吗？) Pass the ball. (传球。) 
                      What number is this? (这是数字几？) 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几？)

二、奖品

玩具F1赛车。如果小孩会读单词：six, seven，就可以奖励小孩一辆玩具F1赛车。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following new word: number 8, number 9 and review: number 1 - 7, 
cars, teddies, balls, bricks; yes and no.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

学会如下新单词：数字 6 ，7并复习：数字 1 - 7 ；小汽车，玩具熊，球，积木；是

和不是。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one  (1)                                                                                               
    (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是的，这是数字1。)                                                                                    
    (3)、two  (2)                                                                                                 
    (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这是数字2。)                                                                                    
    (5)、three   (3)                                                                                               
    (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这是数字3。)                                                                                 
    (7)、four   (4)                                                                                               
    (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这是数字4。)                                                                                 
    (9)、five    (5)                                                                                              
    (10)、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这是数字5。)                                                                                 
    (11)、one   (1)                                                                                                
    (12)、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是的，这是数字1。)                                                                                   
    (13)、two    (2)                                                                                                
    (14)、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2”，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这是数字2。)                                                                                   
    (15)、three    (3)                                                                                             
    (16)、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3”，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这是数字3。)                                                                                 
    (17)、four    (4)                                                                                            
    (18)、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4”，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这是数字4。)                                                                                   
    (19)、five    (5)                                                                                               
    (20)、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5”，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这是数字5。)                                                                                
    (21)、six     (6)                                                                                             
    (22)、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23)、seven    (7)                                                                                             
    (24)、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25)、Chant: Six and seven. 复习：Unit 5，Lesson 4，课文练习 3，
               Chant: Six and seven （朗诵：6 和 7）                              
    (26)、It's song time! 复习：Unit 4，Lesson 4，课文练习 3，
              Song: Five green birds （歌曲：五只绿色小鸟）                                                                                                                                      
    (27)、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Unit 4，Lesson 4，
              课文练习 3，Song: Five green birds （歌曲：五只绿色小鸟）

2. Listen and repeat. （跟读。）
    (1)、eight  (8)                                                                                              
             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2)、eight  (8)                                                                                              
            Say eight.  (读“8”。)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3)、eight  (8)                                                                                              
             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4)、eight  (8)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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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5)、eight   (8)                                                                                              
             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6)、eight   (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7)、eight (8)                                                                                              
            Number 8. Move your finger to trace the number 8.  
            (数字8。移动你的手指来描摹数字8。）                                                 
            It's number eight.  (这是数字8。)                                                                                  
    (8)、eight   (8)                                                                                              
            Draw number 8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8。)                                                                            
            It's number eight.  (这是数字8。)                                                                                 
    (9)、Say 8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eight with your finger. 
          （读“8”，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8。）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10)、How many bricks?    (有多少块积木？)                                                                                  
    (11)、eight   (8)                                                                                              
              eight bricks   (8块积木)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ight bricks.   (是的，它们是8块积木。)                                                                              
    (12)、eight bricks   (8块积木)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2,3,4,5,6,7,8。)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eight bricks   (是的，8块积木)                                                                                          
    (14)、nine  (9)                                                                                                 
              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15)、nine  (9)                                                                                              
              Say nine.  (读“9”。)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16)、nine   (9)                                                                                                 
               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17)、nine    (9)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18)、nine  (9)                                                                                               
              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19)、nine    (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20)、nine     (9)                                                                                               
               Number 9. Move your finger to trace the number 9.   
              (数字9。移动你的手指来描摹数字9。）                                                 
              It's number nine.      (这是数字9。)                                                                                  
    (21)、nine    (9)                                                                                                 
              Draw number 9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9。)                                                                         
              It's number nine.   (这是数字9。)                                                                                  
    (22)、Say 9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nine with your finger.    
            （读“9”，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9。）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23)、How many balls?   (多少个球？)                                                                                      
    (24)、nine  (9)                                                                                                  
               nine balls    (9个球)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nine balls.   (是的，它们是9个球。)                                                                                
    (25)、nine balls    (9个球)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1,2,3,4,5,6,7,8,9。)                                              
    (2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nine balls       (是的，9个球。)                                                                                       
    (27)、Listen and repeat.     （跟读。）                                                                          

               Eight, Eight, Eight. （8，8，8）
               Eight bricks, Eight bricks （八块积木，八块积木。)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nine, eight（1， 2， 3， 4， 5， 6， 7， 8。)  
               Nine, nine, nine. （9，9，9）
               Nine balls, nine balls （九个球，九个球。)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1， 2， 3， 4， 5， 6， 7， 8， 9。)
3. Chant: Eight and nine （朗诵：8 和 9）
    (1)、one  （1）                                                                                               
    (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是的，这是数字1。)                                                                                    
    (3)、two （2）                                                                                                
    (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这是数字2。)                                                                                     
    (5)、three   (3)                                                                                                
    (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这是数字3。)                                                                                  
    (7)、four   (4)                                                                                                
    (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这是数字4。)                                                                                   
    (9)、five   (5)                                                                                               
    (10)、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这是数字5。)                                                                                   
    (11)、one  (1)                                                                                                
    (12)、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是的，这是数字1。)                                                                                    
    (13)、two  (2)                                                                                                 
    (14)、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2”，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这是数字2。)                                                                                    
    (15)、three   (3)                                                                                               
    (16)、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3”，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这是数字3。)                                                                                
    (17)、four    (4)                                                                                              
    (18)、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4”，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这是数字4。)                                                                                   
    (19)、five     (5)                                                                                                  
    (20)、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5”，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这是数字5。)                                                                                  
    (21)、six       (6)                                                                                             
    (22)、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22)、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23)、seven    (7)                                                                                             
    (24)、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25)、eight    (8)                                                                                              
    (26)、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27)、nine    (9)                                                                                               
    (28)、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29)、Chant: Eight and nine   (朗诵：8和9)                                                                               
              One, two, three, four. (1，2，3，4)  
              Five, six, seven and eight. (5， 6， 7 和8)  
              Eight, eight, eight. (8，8，8) 
              Eight, eight, eight. (8，8，8)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2，3，4， 5)  
              Six, seven, eight and nine. (6，7,8 和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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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e, nine, nine. (9，9，9) 
              Nine, nine, nine. (9，9，9)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4. Help Jojo. Is it 8? （帮助优优。它是 8 吗?）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2)、eight   (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3)、Is it nine?    (它是9吗？)                                                                                       
    (4)、No, it's number eight.   (不是，这是数字8。)                                                                                 
            Is it eight?    (它是8吗？)                                                                                      
    (5)、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eight   (8)                                                                                               
            Say 8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eight with your finger.   
          （读“8”，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8。）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6)、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7)、nine   (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8)、Is it eight?    (它是8吗？)                                                                                      
    (9)、No, it's number nine.   (不是，这是数字9。)                                                                                 
             Is it nine?     (它是9吗？)                                                                                      
    (10)、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nine    (9)                                                                                              
               Say 9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nine with your finger.  
            （读“9”，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9。）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11)、eight bricks   (8块积木)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2,3,4,5,6,7,8。)                                                     

              How many bricks?  (多少块积木？)                                                                                      
    (12)、eight bricks     (8块积木)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ight bricks.   (是的，它们是8块积木。)                                                                              
    (13)、nine balls    (9个球)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1,2,3,4,5,6,7,8,9。)                                               
              How many balls?    (多少个球？)                                                                                    
    (14)、nine balls    (9个球)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nine balls.   (是的，它们是9个球。)                                                                                
    (15)、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16)、six    (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17)、Is it seven?     (它是7吗？)                                                                                      
    (18)、No, it's number six.    (不是，这是数字6。)                                                                                   
               Is it six?    (它是6吗？)                                                                                        
    (19)、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six   (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ix with your finger.  
            （读“6”，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20)、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21)、seven   (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22)、Is it six?   (它是6吗？)                                                                                          
    (23)、No, it's number seven. (不是，这是数字7。)                                                                                  

               Is it seven?   (它是7吗？)                                                                                      
    (24)、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seven  (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even with your finger.   
             （读“7”，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25)、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26)、four   (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4”，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这是数字4。)                                                                                   
    (27)、Is it five?  (它是5吗？)                                                                                       
    (28)、No, it's number four.  (不是，这是数字4。)                                                                                 
               Is it four?   (它是4吗？)                                                                                      
    (29)、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这是数字4。)                                                                                  
               four    (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our with your finger. 
             （读“4”，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4。）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这是数字4。)                                                                                 
    (30)、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31)、five  (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5”，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这是数字5。)                                                                                    
    (32)、Is it 3?   (它是3吗？)                                                                                           
    (33)、No, it's number five.   (不是，这是数字5。)                                                                                   
               Is it five?   (它是5吗？)                                                                                        
    (34)、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这是数字5。)                                                                                  
               five    (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ive with your finger.
             （读“5”，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5。）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这是数字5。)                                                                                  
    (35)、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36)、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3”，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这是数字3。)                                                                                  
    (37)、Is it 2?   (它是2吗？)                                                                                             
    (38)、No, it's number three.   (不是，这是数字3。)                                                                                 
               Is it 3?  (它是3吗？)                                                                                          
    (39)、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这是数字3。)                                                                                 
              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hree with your finger.   
            （读“3”，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这是数字3。)                                                                                   
    (40)、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41)、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2”，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这是数字2。)                                                                                  
    (42)、Is it 1?  (它是1吗？)                                                                                             
    (43)、No, it's number two.   (不是，这是数字2。)                                                                                   
               Is it 2?  (它是2吗？)                                                                                           
    (44)、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这是数字2。)                                                                                  
               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wo with your finger.   
            （读“2”，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这是数字2。)                                                                                   
    (45)、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46)、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number one!    (是的，数字1！)                                                                                          
    (47)、Is it four?    (它是4吗？)                                                                                       
    (48)、No, number one!  (不是，数字1！)                                                                                          
               Is it 1?    (它是1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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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Yes, number one!     (是的，数字1！)                                                                                      
              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one with your finger. 
           （说1，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                           
              Yes, number one!  (是的，数字1！)                                                                                          
    (50)、one pencil  (一只铅笔)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one  (1)                                                                                                  
              How many pencils?   (多少只铅笔？)                                                                                   
    (51)、one pencil (一只铅笔)                                                                                            
               Say one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一只铅笔”，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one pencil.  (是的，这是一只铅笔。)                                                                                     
    (52)、two bags  (两个袋/包)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one, two     (1,2)                                                                                           
              How many bags?    (多少个袋/包？)                                                                                      
    (53)、two bags     (两个袋/包)                                                                                           
               Say two ba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两个袋/包”，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wo bags.    (是的，它们是两个袋/包。)                                                                                 
    (54)、three books   (三本书)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one, two, three  (1,2,3)                                                                                      
               How many books?    (多少本书？)                                                                                    
    (55)、three books   (三本书)                                                                                       
               Say three boo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三本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hree books.  (是的，它们是三本书。)                                                                                
    (56)、four cakes.   (四块蛋糕。)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1,2,3,4)                                                                             
              How many cakes?   (多少块蛋糕？)                                                                                     

    (57)、four cakes.    (四块蛋糕。)                                                                                       
              Say four cak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四块蛋糕”，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four cakes.   (是的，它们是四块蛋糕。)                                                                                
    (58)、five bananas.    (五个香蕉。)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2,3,4,5)                                                                         
               How many bananas?    (多少个香蕉？)                                                                                  
    (59)、five bananas.  (五个香蕉。)                                                                                       
               Say five banana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五个香蕉”，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five bananas.  (是的，它们是五个香蕉。)                                                                               
5. Quiet time（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numbers. Count and circle the number.  

    (描写数字。数数然后给数字画圈。)

    (1)、eight   (8)                                                                                               
            Say 8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eight with your finger.   
          （读“8”，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8。）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2)、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3)、eight  (8)                                                                                              
            Point to eight.   (指向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8.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8。)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4)、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5)、car   (汽车)                                                                                               
            Point to the car.    (指向汽车。)                                                                                
            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cars.   (是的，它们是汽车。)                                                                                      
    (6)、How many cars?    (多少辆汽车？)                                                                                     
    (7)、eight  (8)                                                                                                

             Yes, they are eight cars.   (是的，它们是8辆汽车。)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ight cars. (是的，它们是8辆汽车。)                                                                                 
    (8)、eight cars   (8辆汽车)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2,3,4,5,6,7,8。)                                                     
            Yes, they are eight cars.   (是的，它们是8辆汽车。)                                                                               
    (9)、eight cars   (8辆汽车)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ight cars.  (是的，它们是8辆汽车。)                                                                                     
    (10)、eight cars   (8辆汽车)                                                                                         
             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number 8.  (画一个圆将数字8圈起来。）                                                                
             Yes, they are eight cars.  (是的，它们是8辆汽车。)                                                                              
    (11)、nine  (9)                                                                                              
             Say 9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nine with your finger.   
          （读“9”，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9。）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12)、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13)、nine  (9)                                                                                               
             Point to nine.   (指向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9.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9。)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14)、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15)、teddy   (玩具熊)                                                                                                
             Point to the teddy.  (指向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eddies.  (是的，它们是玩具熊。)                                                                                   
    (16)、How many teddies?   (多少个玩具熊)                                                                                  
    (17)、nine   (9)                                                                                               

              Yes, they are nine teddies.   (是的，它们是9个玩具熊。)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nine teddies.   (是的，它们是9个玩具熊。)                                                                             
    (18)、nine teddies    (9个玩具熊)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1,2,3,4,5,6,7,8,9。)                                                  
               Yes, they are nine teddies.   (是的，它们是9个玩具熊。)                                                                             
    (19)、nine teddies   (9个玩具熊)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nine teddies.   (是的，它们是9个玩具熊。)                                                                                  
    (20)、nine teddies  (9个玩具熊)                                                                                          
               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number 9.   (画一个圆将数字9圈起来。）                                                                 
               Yes, they are nine teddies.      (是的，它们是9个玩具熊。)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Clap the number （游戏：拍手数数）
    (0)、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one  (1)                                                                                                     
             Say one.  (读“1”。)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one with your finger. 
           （说1，然后去前面，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                          
             Yes, it's number one.   (是的，这是数字1。)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two  (2)                                                                                                
             Say two.    (读“2”。)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第三部分  教案与学案 第六单元  玩具三人行英语机器人 深圳市浩锐科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287286

             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wo with your finger.   
           （读“2”，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2。）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这是数字2。)                                                                                    
    (2)、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three   (3)                                                                                              
             Say three.   (读“3”。)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hree with your finger.   
          （读“3”，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3。）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这是数字3。)                                                                                 
    (3)、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four    (4)                                                                                               
             Say four.    (读“4”。)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four    (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our with your finger.   
          （读“4”，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4。）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这是数字4。)                                                                                   
    (4)、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five    (5)                                                                                              
             Say five.   (读“5”。)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five   (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five with your finger.  
          （读“5”，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5。）                         
            It's number five.     (这是数字5。)                                                                                    
    (5)、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six   (6)                                                                                                 

             Say six.    (读“6”。)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six    (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ix with your finger.  
           （读“6”，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6。）                         
             It's number six.   (这是数字6。)                                                                                  
    (6)、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seven    (7)                                                                                             
             Say seven.   (读“7”。)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seven   (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even with your finger.    
           （读“7”，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7)、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eight   (8)                                                                                              
             Say eight.   (读“8”。)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eight   (8)                                                                                                
             Say 8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eight with your finger.  
           （读“8”，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8。）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8)、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nine    (9)                                                                                               
             Say nine.   (读“9”。)                                                                                           
             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nine   (9)                                                                                                
             Say 9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nine with your finger.  
           （读“9”，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9。）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9. Game: Number run （游戏：数字跑酷）
    (0)、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six  (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seven   (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2)、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eight   (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3)、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nine   (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10. Activity: Trace the next number and say.  （活动：描写下一个数字然后念。）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图片。)                                                                               
     (2)、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3)、one  (1)                                                                                                   
             Point to one.   (指向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是的，这是数字1。)                                                                                     
     (4)、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数字几？)                                                                               
     (5)、two     (2)                                                                                                
             Point to number two.     (指向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2”，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这是数字2。)                                                                                    
     (6)、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7)、two     (2)                                                                                                
             Point to number two.  (指向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2”，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这是数字2。)                                                                                      
     (8)、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数字几？)                                                                               
     (9)、three   (3)                                                                                              
             Point to number three.  (指向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3”，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这是数字3。)                                                                                 
     (10)、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11)、three    (3)                                                                                             
                Point to number three. (指向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3”，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这是数字3。)                                                                                  
     (12)、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数字几？)                                                                                 
     (13)、four     (4)                                                                                             
               Point to number four.   (指向数字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4”，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这是数字4。)                                                                                  
     (14)、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15)、four      (4)                                                                                                
                Point to number four.    (指向数字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4”，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这是数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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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数字几？)                                                                                 
     (17)、five   (5)                                                                                                
                Point to number five.  (指向数字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5”，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这是数字5。)                                                                                  
     (18)、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19)、five    (5)                                                                                               
                Point to number five.    (指向数字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5”，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这是数字5。)                                                                                 
     (20)、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数字几？)                                                                               
     (21)、six    (6)                                                                                                 
               Point to six.    (指向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22)、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23)、six    (6)                                                                                                 
               Point to six.     (指向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24)、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数字几？)                                                                                
     (25)、seven   (7)                                                                                              
               Point to seven.   (指向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26)、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27)、seven  (7)                                                                                             
               Point to seven.   (指向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28)、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数字几？)                                                                                    
     (29)、eight   (8)                                                                                              
                Point to eight.   (指向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30)、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31)、eight    (8)                                                                                              
               Point to eight.    (指向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32)、Trace over number 8.   (描摹数字8。)                                                                             
                Good work.   (干得好。)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3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4)、ball     (球)                                                                                              
               Point to the ball.   (指向球。)                                                                                  
               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35)、How many balls?  (多少个球？)                                                                                    
     (36)、eight   (8)                                                                                             
               eight balls     (8个球)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alls.   (是的，它们是球。)                                                                                    
     (37)、eight balls   (八个球)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2,3,4,5,6,7,8。)                                                    

              Yes, they are balls.   (是的，它们是球。)                                                                                      
     (38)、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数字几？)                                                                                  
     (39)、nine  (9)                                                                                               
                Point to nine.      (指向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40)、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41)、nine  (9)                                                                                               
               Point to nine.    (指向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42)、Trace over number 9.    (描摹数字9。)                                                                               
               Good work.   (干得好。)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4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4)、bricks    (积木)                                                                                             
                Point to the bricks.    (指向积木。)                                                                               
                Say bri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积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45)、How many bricks?     (多少块积木？)                                                                                 
     (46)、nine  (9)                                                                                                
               nine bricks   (9块积木)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47)、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1,2,3,4,5,6,7,8,9。)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48)、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49)、one    (1)                                                                                              

                Point to one.  (指向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是的，这是数字1。)                                                                                      
     (50)、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数字几？)                                                                               
     (51)、two    (2)                                                                                              
               Point to number two.   (指向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2”，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这是数字2。)                                                                                     
     (52)、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53)、two  (2)                                                                                                  
               Point to number two.   (指向数字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2”，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这是数字2。)                                                                                   
     (54)、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数字几？)                                                                              
     (55)、three   (3)                                                                                                
               Point to number three.   (指向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3”，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这是数字3。)                                                                                   
     (56)、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57)、three   (3)                                                                                               
               Point to number three.    (指向数字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3”，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这是数字3。)                                                                                    
     (58)、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数字几？)                                                                                  
     (59)、four   (4)                                                                                                
               Point to number four.   (指向数字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4”，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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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这是数字4。)                                                                                  
     (60)、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61)、four  (4)                                                                                                
                Point to number four.    (指向数字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4”，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这是数字4。)                                                                                  
     (62)、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数字几？)                                                                               
     (63)、five    (5)                                                                                               
               Point to number five.     (指向数字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5”，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这是数字5。)                                                                                   
     (64)、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65)、five    (5)                                                                                               
                Point to number five.      (指向数字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5”，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这是数字5。)                                                                                   
     (66)、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数字几？)                                                                               
     (67)、six    (6)                                                                                                
               Point to six.   (指向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68)、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69)、six   (6)                                                                                                 
               Point to six.   (指向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70)、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数字几？)                                                                                
     (71)、seven    (7)                                                                                             

               Point to seven.  (指向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72)、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73)、seven    (7)                                                                                              
               Point to seven.   (指向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74)、What number is next?  (下一个是数字几？)                                                                                
     (75)、eight     (8)                                                                                             
                Point to eight.  (指向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76)、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77)、eight    (8)                                                                                             
                Point to eight.  (指向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Lesson 5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p / (辅音：/ p /)，pizza (比萨)
复习：/ æ / -  / o / ,  apple(苹果)，ball(球)，cat(猫)，dog(狗)，egg(蛋)，finger(手指) , 
            goat(山羊)，hat(帽子)，ink(墨水)，jug(壶)，kite(风筝)，lion(狮子)，monkey(猴子)
            nose(鼻子)，orange(桔子)
课堂用语*： Stand up! (起立！) Silence! (安静!) Eat a pizza. (吃一块比萨。) Point to / p /. 
                       Say / p /. (指向 m。念 / p /。)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What begins with / p /? （什么单词以 / p / 开头？） Trace the lines.（描线。）

二、奖品

吃比萨。如果小孩会读单词：pizza，就可以奖励小孩吃一餐比萨。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letter sound / p / and new word: pizza also review: / æ /  -- / o / ,  apple, 
ball, cat, dog, egg,  finger; goat, hat, ink, jug, kite, lion, monkey, nose, orange. 也可以用

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辅音：/ p / 以及新单词：比萨，同时还

将复习：/ æ /  -- / o / , 以及苹果、球、猫、狗、蛋、手指、羊、帽、墨水、壶、风

筝、狮子、猴子、鼻子和桔子。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ʤ /     (/ ʤ / )                                                                                                
             jug     (壶)                                                                                              
             / k /    (/ k / )                                                                                              
             kite     (风筝 )                                                                                              
             / l /       (/ l / )                                                                                           

             lion      (狮子 )                                                                                             
             / m /       (/ m / )                                                                                           
             monkey    (猴子 )                                                                                             
             / n /         (/ n / )                                                                                         
             nose         (鼻子)                                                                                          
             / o /         (/ o / )                                                                                         
             orange       (桔子 )                                                                                          
    (2)、It's song time! 复习：Unit 4，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The lion has a kite （歌曲：狮子有一个风筝）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Unit 4，Lesson 7，
            课文练习 4，Song: The lion has a kite （歌曲：狮子有一个风筝） 
    (4)、It's song time! 复习：Unit 5，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Monkey has an orange （歌曲：猴子有一个桔子） 
    (5)、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Unit 5，Lesson 7，
             课文练习 4，Song: Monkey has an orange（歌曲：猴子有一个桔子）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p /     (/ p / )                                                                                            
            It says / p /.      (它读“/ p / ”。)                                                                                  
    (2)、/ p /, / p /, / p /. Says / p /.      (/ p /, / p /, / p /读“/ p /”。)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 p / ”。)                                                                                      
    (3)、/ p /     (/ p /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 p / ”。)                                                                                       
    (4)、Say / p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p /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 p / ”。)                                                                                     
    (5)、pizza   (比萨)                                                                                              
            Say pizza.  (读“比萨”。)                                                                                          
            Yes, it is a pizza.   (是的，这是一个比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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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pizza   (比萨)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pizza.   (是的，这是一个比萨。)                                                                                     
    (7)、pizza    (比萨)                                                                                              
            Say pizz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比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pizza.     (是的，这是一个比萨。)                                                                                   
    (8)、/ p / - pizza. Pizza begins with the sound / p /. 
            Note the / p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pizza.  
          （/p/ - pizza。pizza以/ p/发音开头。注意单词pizza的开头发音/p /。）
    (9)、/ p /   (/ p / )                                                                                                
             Say / p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p /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 p / ”。)                                                                                     
    (10)、pizza   (比萨)                                                                                              
              Say pizz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比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pizza.   (是的，这是一个比萨。)                                                                                       
    (11)、/ p /, / p /, / p /；     (/ p /, / p /, / p /；)         
              pizza, pizza, pizza； (比萨，比萨，比萨)   
              / p /, / p /, / p /；    (/ p /, / p /, / p /；)    
              pizza, pizza, pizza  (比萨，比萨，比萨)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p /    (/ p / )                                                                                              
            It says / p /.     (它读“/ p / ”。)                                                                                      
    (2)、Say / p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p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 p / ”。)                                                                                    
4. Game: Eat a pizza （游戏：吃一块比萨）
    (0)、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 ʤ /     ( / ʤ / )                                                                                        

            / ʤ /, / ʤ /, / ʤ /. Says / ʤ /       (/ ʤ /, / ʤ /, / ʤ /读“/ ʤ /”)                                                                 
            What begins with / ʤ /?  (什么以发音/ ʤ /开头？)                                                                            
            jug    (壶)                                                                                                
            Say jug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ʤ /.    (是的，它读“/ʤ/ ”。)                                                                                    
    (1)、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 k /    ( / k / )                                                                                            
             / k /, / k /, / k /. Says / k /.   (/ k /, / k/, / k /读“/k/”。)                                                                       
             What begins with / k /?  (什么以发音/ k/开头？)                                                                            
             kite    (风筝)                                                                                             
            Say kit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风筝”，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 /.   (是的，它读“/k/ ”。)                                                                                       
    (2)、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 l /    ( / l/ )                                                                                             
             / l /, / l /, / l /. Says / l /.   (/ l /, / l/, / l /读“/l/”。)                                                                       
             What begins with / l /?    (什么以发音/ l/开头？)                                                                            
             lion   (狮子)                                                                                                
             Say lio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狮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l /.   (是的，它读“/l/ ”。)                                                                                      
    (3)、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 m /    ( / m/ )                                                                                               
             / m /, / m /, / m /. Says / m /.   (/ m /, / m/, / m/读“/m/”。)                                                                     
             What begins with / m /?   (什么以发音/ m/开头？)                                                                            
             monkey   (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猴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m/ ”。)                                                                                      
    (4)、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 n /      ( / n/ )                                                                                            
             / n /, / n /, / n /. Says / n /.    (/ n /, / n/, / n/读“/n/”。)                                                                    

             What begins with / n /?    (什么以发音/ n/开头？)                                                                           
             nose   (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n/ ”。)                                                                                        
    (5)、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 o /    ( / o/ )                                                                                                  
             / o /, / o /, / o /. Says / o /.    (/ o /, / o/, / o/读“/o/”。)                                                                           
             What begins with / o /?     (什么以发音/ o/开头？)                                                                             
             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o/ ”。)                                                                                      
    (6)、What letter is it?    (这是什么字母？)                                                                                  
             / p /     ( / p/ )                                                                                             
             / p /, / p /, / p /. Says / p /.   (/ p /, / p/, / p/读“/p/”。)                                                                   
             What begins with / p /?      (什么以发音/ p/开头？)                                                                            
             pizza     (比萨)                                                                                               
             Say pizz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比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letter p. Colour the pizza with p.  (描写：/ p /。将含 / p / 比萨涂色。)

    (1)、/ p /    ( / p/ )                                                                                               
             It says / p /.   (它读“/p/ ”。)                                                                                      
    (2)、Say / p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p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                                                                                   
    (3)、/ p /    ( / p/ )                                                                                              
             Point to / p /.    (指向/p/。)                                                                                   

             Say / p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p /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                                                                                          
    (4)、What begins with / p /?     (什么以发音/ p/开头？)                                                                               
    (5)、pizza    (比萨)                                                                                             
             Point to the pizza.    (指向比萨)                                                                               
             Say pizz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比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pizza.   (是的，这是一个比萨。)                                                                                     
    (6)、Colour all the pizzas that contain the letter p   
             (给所有包含字母p的比萨涂色/着色。)                                                    
             Yes, it is a pizza.    (是的，这是一个比萨。)                                                                                    
             Good work.    (干得好。)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p /  ( / p/ )                                                                                               
             It says / p /.   (它读“/p/ ”。)                                                                                      
    (2)、Say / p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p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                                                                                       
9. Game：Pass the ball （游戏：传球）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onkey    (猴子)                                                                                             
             It is a monkey.    (这是一只猴子。)                                                                                    
             Say monkey.   (读“猴子”。)                                                                                         
             What does monkey begin with?   (monkey以什么开头？)                                                                        
             / m /    ( /m/ )                                                                                             
             It says / m /.  (它读“/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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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 m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m/”，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m/ ”。)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nose  (鼻子)                                                                                                
            It's a nose. (这是个鼻子。)                                                                                         
            Say nose. (读“鼻子”。)                                                                                            
            What does nose begin with?   (nose以什么开头？)                                                                          
            / n /    ( /n/ )                                                                                              
            It says / n /.   (它读“/n/ ”。)                                                                                      
            Say / n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n/”，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n/ ”。)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orange   (桔子)                                                                                               
            It is an orange.    (这是一个桔子。)                                                                                    
            Say orange.   (读“桔子”。)                                                                                          
            What does orange begin with?   (orange以什么开头？)                                                                       
            / o /    ( /o/ )                                                                                                
            It says / o /.    (它读“/o/ ”。)                                                                                     
            Say / o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o/”，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o/ ”。)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pizza    (比萨)                                                                                             
            It is a pizza.    (这是一个比萨。)                                                                                    
            Say pizza.  (读“比萨”。)                                                                                          
            What does pizza begin with?     (pizza以什么开头？)                                                                   
            / p      ( /p/ )                                                                                               
            It says / p /.     (它读“/p/ ”。)                                                                                      
            Say / p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p/”，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                                                                                    

10. Activity: Trace the tail to make letter p. Trace and say p ⋯ pizza. 

      (活动：描绘尾巴形成字母 p。描然后说：p ⋯ 比萨。)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3)、A downward line.   (一条向下的线。)                                                                               
             Trace the lines to complete the letter p.  (描摹线来完成字母p。)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                                                                                     
     (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5)、/ p /    ( /p/ )                                                                                            
             Say / p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p/”，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6)、/ p /   ( /p/ )                                                                                              
             It says / p /.  (它读“/p/ ”。)                                                                                      
             / p /, / p /, / p /. Says / p /.      (/ p /, / p/, / p/读“/p/”。)                                                                  
             Trace the letter p and colour the picture of the pizza. 
             (描摹字母p，给比萨的图片涂色/上色。)                                               
             Yes, it is a pizza.    (是的，这是一个比萨。)                                                                                       
     (7)、What begins with / p /?     (什么以发音/p/开头？)                                                                             
     (8)、pizza    (比萨)                                                                                                
             Say pizz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比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pizza.   (是的，这是一个比萨。)                                                                                       
     (9)、Pizza begins with / p /.  (pizza以发音/ p /开头。)                                                                                
             / p / - pizza. Pizza begins with the sound / p /. 
             Note the / p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pizza.
          （/p/ - pizza。pizza以/ p/发音开头。注意单词pizza的开头发音/p /。）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Yes, it is a pizza.  (是的，这是一个比萨。)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p、pizza。

Unit 6 Toys （第六单元 玩具）

Lesson 6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kw / (辅音/ kw /)，queen(女王)
复习：/ g /  --  / p /,  goat(山羊)，hat(帽子)，ink(墨水)，jug(壶)，kite(风筝)，lion(狮子)，
              monkey(猴子)，nose(鼻子)，orange(桔子) ，pizza(比萨)
课堂用语*： Point to / kw /. Say / kw /. (指向： / kw /。念： / kw /。)    
                       Queen begin with ⋯. （女王单词以什么开头。)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What begins with / kw /. (什么单词以 / kw / 开头。)
二、奖品
看电影。如果小孩会读单词：queen，就可以奖励小孩看电影。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letter sound / kw / and new word: queen also review: / g /  --  / p /,  goat. 
hat, ink, jug, kite, lion, monkey, nose, orange, pizza.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

课结束，你将学会辅音： / kw / 以及新词：女王，同时还将复习：/ g /  --  / p / 以
羊，帽子，墨水、壶、风筝、狮子、猴子、鼻子、桔子和比萨。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ʤ /   ( /ʤ / )                                                                                                
             jug    (壶)                                                                                               
             / k /    ( /k / )                                                                                            
             kite   (风筝 )                                                                                               
             / l /      ( /l / )                                                                                          
             lion   ( 狮子 )                                                                                              
             / m /    ( /m / )                                                                                            
             monkey   (猴子)                                                                                            

             / n /    ( /n / )                                                                                            
             nose   (鼻子)                                                                                              
             / o /       ( /o / )                                                                                         
             orange    ( 桔子 )                                                                                           
             / p /         ( /p / )                                                                                       
             pizza       ( 比萨 )                                                                                         
    (2)、Game。复习： Lesson 5，课文练习 4，Game: Eat a pizza 
          （游戏：吃一块比萨）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q /          ( /q / )                                                                                         
            It says / kw /.   (它读“/kw/ ”。)                                                                                      
    (2)、/ kw /, / kw /, / kw /. Says / kw /.      (/ kw /, / kw /, / kw /读“/ kw /”。)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3)、/ q /    ( /q /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4)、Say / k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w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5)、queen   (女王)                                                                                                 
             Say queen.   (读“女王”。)                                                                                          
             Yes, it's a queen.   (是的，它是女王。)                                                                                       
    (6)、queen     (女王)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queen.    (是的，它是女王。)                                                                                       
    (7)、queen     (女王)                                                                                              
             Say qu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女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queen.   (是的，它是女王。)                                                                                       
    (8)、/ kw / - queen. Queen begins with the sound / kw /. 
            Note the / kw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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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 - queen。queen以/ kw/发音开头。注意单词queen的开头发音/kw /。）
    (9)、/ q /      ( /q / )                                                                                             
            Say / k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w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 kw /”。)                                                                                 
    (10)、queen    (女王)                                                                                             
               Say qu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女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queen.    (是的，它是女王。)                                                                                     
    (11)、/ kw /, / kw /, / kw /；      (/ kw /, / kw /, / kw /；)      
             queen, queen, queen；      (女王，女王，女王；) 
             / kw /, / kw /, / kw /；       (/ kw /, / kw /, / kw /；)   
             queen, queen, queen          (女王，女王，女王)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q /        ( /q / )                                                                                          
             It says / kw /.  (它读“/ kw /”。)                                                                                      
    (2)、Say / k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kw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 kw /”。)                                                                                  
4. Game: Pass the cards （游戏：传卡片）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p /   (/ p /)                                                                                             
             Say / p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p/”，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pizza      (比萨)                                                                                             
             Say pizz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比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pizza.   (是的，它一个比萨。)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q /        (/ q /)                                                                                               
             Say / k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kw/”，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queen        (女王)                                                                                          
             Say qu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女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queen.    (是的，它是女王。)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letter q. Help letter q find the queen. Join the letters.

    (描写字母 q。 帮助字母q找到女王。连接字母。)

    (1)、/ q /   (/ q /)                                                                                                  
            It says / kw /.     (它读“/kw /”。)                                                                                  
    (2)、Say / k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kw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4)、/ q /      (/ q /)                                                                                              
            Point to / kw /.      (指向/ kw /。)                                                                                  
            Say / k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kw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                                                                                           
    (5)、What begins with / kw /?    (什么以/kw /开头？)                                                                                   
    (6)、queen    (女王)                                                                                                      
            It's a queen.    (它是女王。)                                                                                              
            Point to the queen.    (指向女王。)                                                                                        
            Say qu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女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queen.  (是的，它是女王。)                                                                                       
    (7)、Help letter q find the queen.    (帮助字母q找到女王。)                                                                     
            Join the letters q to find a route to the queen.   (加入字母q找到通往女王的路线。)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                                                                                     
            Yes, it's a queen.   (是的，它是女王。)                                                                                       

            Good work.   (做得好。)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q /     (/ q /)                                                                                             
            It says / kw /.  (它读“/kw /”。)                                                                                      
    (2)、Say / k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读/ kw /，去前面，

            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                                                                                    
9. Game: Memory （游戏：回忆）
    (0)、Is it / p /?   (这是/ p /吗？)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 p /, / p /, / p /. Says / p /.      (/ p /, / p /, / p /读“/ p /”。)                                                                           
            What begins with / p /?    (什么以/ p /开头？)                                                                                        
             pizza  (比萨)                                                                                                
            Say pizz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比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1)、Is it / q /?     (这是/ q /吗？)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                                                                                    
            / kw /, / kw /, / kw /. Says / kw /.    (/ kw /, / kw /, / kw /读“/kw/”。)                                                               
            What begins with / kw /?  (什么以/ kw/开头？)                                                                            
            queen   (女王)                                                                                              
            Say qu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女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2)、Is it / o /?      (这是/o /吗？)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o/”。)                                                                                  
             / o /, / o /, / o /. Says / o /.   (/ o /, / o /, / o /读“/o/”。)                                                                   
             What begins with / o /?   (什么以/ o/开头？)                                                                              
             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o/”。)                                                                                     
10. Activity: Help the queen find letter q. Finish the pattern. Trace. 

     (活动：帮助女王发现字母 q。 完成模板。描图。)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3)、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4)、queen   (女王)                                                                                             
              Say qu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女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queen.    (是的，它是女王。)                                                                                      
     (5)、What does queen begin with?    (queen以什么开头？)                                                                        
     (6)、/ q /         (/ q /)                                                                                           
              It says / kw /.     (它读“/kw/”。)                                                                                   
              Say / k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kw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7)、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8)、/ q /     (/ q /)                                                                                               
              It says / kw /.      (它读“/kw/”。)                                                                                    
              / kw /, / kw /, / kw /. Says / kw /.     (/ kw /, / kw /, / kw /读“/kw/”。)                                                              
              Trace over and then complete the pattern to help the queen find the letter q. 
              (描摹然后完成模板来帮助女王找到字母q。)                       
              Yes, it's a queen.  (是的，它是女王。)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9)、/ kw / - queen. Queen begins with the sound / kw /. 
              Note the / kw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queen.
            （/kw/ - queen。queen以/ kw/发音开头。注意单词queen的开头发音/kw /。）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Yes, it's a queen.  (是的，它是女王。)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q、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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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7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r / (辅音：/ r /)，rabbit(兔子)
复习： / j / -- / q /,  jug(壶)，kite(风筝)，lion(狮子)，monkey(猴子)，nose(鼻子)，
               orange(桔子) ，pizza(比萨) ，queen(女王)
课堂用语*： Point to / r /.  Say / r /. (指向音标 / r /。念 / r /。)  Rabbit begins with / r /. 
                       (兔子的单词以 / r / 开头。) Find / r /.（找到/ r /。）Look and stick. (看
                       然后贴。)  Is this / r /?  (这是 / r /吗？) Trace the letter. （描写字母。）

二、奖品：
小白兔奶糖。如果小孩会读单词：rabbit，就可以奖励小孩小白兔奶糖。

三、目标：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letter sound / r / and new word: rabbit also review: / j / -- 
/ q /, jug, kite, lion, monkey. nose, orange, pizza, queen.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

本课结束，你将学会辅音 / r / 以及新单词：兔子，同时还将复习：/ j /  --  / p / 以及

壶、风筝、狮子、猴子、鼻子、桔子、比萨和女王。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ʤ /    (/ ʤ /)                                                                                             
             jug      (壶)                                                                                               
             / k /       (/ k /)                                                                                         
             kite     (风筝)                                                                                            
             / l /       (/ l /)                                                                                         
             lion      (狮子)                                                                                             
             / m /       (/ m /)                                                                                         
             monkey    (猴子)                                                                                           

             / n /        (/ n /)                                                                                        
             nose        (鼻子)                                                                                            
             / o /        (/ o /)                                                                                        
             orange       (桔子)                                                                                        
             / p /        (/ p /)                                                                                        
             pizza        (比萨)                                                                                        
             / q /        (/ q /)                                                                                        
             queen       (女王)                                                                                         
    (2)、It's song time!  复习：Unit 5，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Monkey has an orange  (歌曲：猴子有一个桔子。)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复习：Unit 5，Lesson 7，
             课文练习 4，Song: Monkey has an orange. (歌曲：猴子有一个桔子。)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r /      (/ r /)                                                                                            
            It says / r /.    (它读“/r/”。)                                                                                    
    (2)、/ r /, / r /, / r /. Says / r /.       (/ r /, / r /, / r /读“/r/”。)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3)、/ r /      (/ r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4)、Say / r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r/”，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5)、rabbit    (兔子)                                                                                              
            Say rabbit.     (读“兔子”。)                                                                                        
            Yes, it's a rabbit.   (是的，这是一只兔子。)                                                                                     
    (6)、rabbit     (兔子)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rabbit.   (是的，这是一只兔子。)                                                                                      

    (7)、rabbit    (兔子)                                                                                             
            Say rabbi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rabbit.    (是的，这是一只兔子。)                                                                                   
    (8)、/ r / - rabbit. Rabbit begins with the sound / r /. 
            Note the / r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rabbit.
          （/r/ - rabbit。rabbit以/ r/发音开头。注意单词rabbit的开头发音/r /。）
    (9)、/ r /    (/ r /)                                                                                               
            Say / r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r/”，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10)、rabbit    (兔子)                                                                                               
              Say rabbi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rabbit.   (是的，这是一只兔子。)                                                                                    
    (11)、/ r /, / r / / r /;             (/ r /, / r / / r /;)  
              rabbit, rabbit, rabbit;       (兔子，兔子，兔子；)
              / r /, / r / / r /;              (/ r /, / r / / r /;)   
              rabbit, rabbit, rabbit   (兔子，兔子，兔子)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r /     (/ r /)                                                                                            
            It says / r /.      (它读“/r/”。)                                                                                   
    (2)、Say / r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r/，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4. Song: The queen likes pizza  (歌曲：女王喜欢比萨)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ʤ /    (/ ʤ /)                                                                                             
            jug        (壶)                                                                                          
            / k /        (/ k /)                                                                                         
            kite       (风筝)                                                                                           

            / l /         (/ l /)                                                                                        
            lion        (狮子)                                                                                          
            / m /        (/ m /)                                                                                         
            monkey       (猴子)                                                                                         
            / n /         (/ n /)                                                                                        
            nose        (鼻子)                                                                                          
            / o /        (/ o /)                                                                                         
            orange        (桔子)                                                                                        
            / p /          (/p /)                                                                                       
            pizza         (比萨)                                                                                        
            / q /           (/ q /)                                                                                      
            queen          (女王)                                                                                       
            / r /             (/ r/)                                                                                    
            rabbit            (兔子)                                                                                    
    (2)、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The queen likes pizza.    (女王喜欢比萨。) 
            Yes, yes, yes.          (是，是，是，) 
            The rabbit likes pizza.    (兔子喜欢比萨。) 
            Yes, yes, yes.             (是，是，是。)  
            Queen and rabbit          (女王和兔子) 
            Queen and rabbit           (女王和兔子)
            The queen likes pizza.        (女王喜欢比萨。)
            Yes, yes, yes.             (是，是，是。)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本课练习4，
             Song: The queen likes pizza     (歌曲：女王喜欢比萨)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Find the letters. Look and stick.  (找到字母。看然后贴。)

    (1)、/ r /        (/ r /)                                                                                           
            It says / r /.      (它读“/r/”。)                                                                                     
    (2)、Say / r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r/，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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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4)、/ p /      (/ p /)                                                                                             
            Point to / p /.     (指向/ p /。)                                                                                    
            Say / p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p/”，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6)、/ p /      (/ p /)                                                                                            
            Find another / p /.        (找到另外的/ p /。)                                                                             
            Say / p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p/”，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7)、What begins with / p /?   (什么以/p/开头？)                                                                              
    (8)、pizza    (比萨)                                                                                               
            Point to the pizza.   (指向比萨。)                                                                                  
            Say pizz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比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pizza.   (是的，这是一个比萨。)                                                                                    
    (9)、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0)、/ q /       (/ q/)                                                                                         
              Point to / kw /.   (指向/ kw /。)                                                                                 
              Say / k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kw/”，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1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2)、/ q /     (/ q/)                                                                                                
              Find another / q /.       (找到另外的/ q /。)                                                                              
              Say / k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kw/”，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13)、What begins with / kw /?     (什么以发音 / kw /开头？)                                                                          

    (14)、queen                 (女王)                                                                             
               Point to the queen.         (指向女王。)                                                                          
               Say qu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女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queen.    (是的，它是女王。)                                                                                        
    (1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6)、/ r /              (/ r/)                                                                                    
              Point to / r /.        (指向/ r/。)                                                                               
              Say / r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r/”，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17)、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8)、/ r /                  (/ r/)                                                                                     
              Find another / r /.      (找到另外的/ r /。)                                                                             
              Say / r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r/”，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19)、What begins with / r /?     (什么以发音 / r /开头？)                                                                             
    (20)、rabbit             (兔子)                                                                                      
               Point to the rabbit.    (指向兔子。)                                                                                 
               Say rabbi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rabbit.    (是的，这是一只兔子。)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复习：Unit 1，Lesson 3，课文每周之星。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9. Game: Be a rabbit （游戏：一只小白兔）
    (0)、Is this / p /?     (这是 / p /吗？)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 p /, / p /, / p /. Says / p /.       (/ p /, / p /, / p /读“/ p /”。)                                                              
             What begins with / p /?   (什么以发音 /p /开头？)                                                                             

             pizza    (比萨)                                                                                                 
             Say pizz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比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1)、Is this / q /?    (这是 / q /吗？)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 kw /, / kw /, / kw /. Says / kw /.      (/ kw /, / kw /, / kw /读“/ kw /”。)                                                               
             What begins with / kw /?      (什么以发音 /kw /开头？)                                                                          
              queen     (女王)                                                                                              
             Say qu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女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2)、Is this / r /?      (这是 / r /吗？)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 r /, / r /, / r /. Says / r /.     (/ r /, /r /, / r /读“/ r /”。)                                                                    
             What begins with / r /?        (什么以发音 /r /开头？)                                                                         
             rabbit            (兔子)                                                                                      
             Say rabbi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10.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r /        (/r/)                                                                                            
                It says / r /.     (它读“/r/”。)                                                                                   
        (2)、Say / r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读/ r/，去前面，

                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11. Activity: Look and say. Trace the starting letter.  

      (活动：看然后说。描写开头字母。)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rabbit              (兔子)                                                                                   
              Say rabbi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rabbit.   (是的，这是一只兔子。)                                                                                       
      (5)、What does rabbit begin with?     (rabbit以什么开头？)                                                                       
      (6)、/ r /              (/r/)                                                                                    
              Say / r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r/”，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7)、Is this / r /?        (这是/r/吗？)                                                                                
      (8)、no.                (不是。)                                                                                   
               Is this / r /?        (这是/r/吗？)                                                                                
      (9)、Trace / r /.        (描摹/r/。)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1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1)、queen          (女王)                                                                                          
                Say qu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女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queen.     (是的，它是女王。)                                                                                    
     (12)、What does queen begin with?   (queen以什么开头？)                                                                      
     (13)、/ q /          (/q/)                                                                                       
               Say / k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w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14)、Is this / q /?     (这是/q/吗？)                                                                                     
     (15)、no.     (不是。)                                                                                                
               Is this / q /?     (这是/q/吗？)                                                                                     
     (16)、Trace / q /.       (描摹/q/。)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1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8)、pizza     (比萨)                                                                                                
               Say pizz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比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pizza.      (是的，这是一个比萨。)                                                                                  
     (19)、What does pizza begin with?      (pizza以什么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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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p /       (/p/)                                                                                          
               Say / p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p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21)、Is this / p /?    (这是/p/吗？)                                                                                    
     (22)、no.       (不是。)                                                                                            
               Is this / p /?       (这是/p/吗？)                                                                                    
     (23)、yes          (是的。)                                                                                            
               / p /       (/p/)                                                                                           
               It says / p /.       (它读“/p/”。)                                                                                   
               Trace / p /.      (描摹/p/。)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2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25)、/ r /          (/r/)                                                                                          
               It says / r /.     (它读“/r/”。)                                                                                       
               Say / r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r/，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2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7)、rabbit   （兔子）                                                                                           
                It's a rabbit.   （这是一只兔子。）                                                                                   
                Say rabbi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兔子”， 然后去前面，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rabbit.   （是的，这是一只兔子。）                                                                                   
     (28)、Rabbit begins with / r /.  （rabbit以发音/r/开头。）                                                                         
                / r / - rabbit. Rabbit begins with the sound / r /. Note the / r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rabbit. （/r/ - rabbit。rabbit以/ r/发音开头。

                注意单词rabbit的开头发音/r /。）
12.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r、rabbit。

Lesson 8

一、本课摘要
复习：car(汽车)，train(火车)， doll(洋娃娃)，teddy(玩具熊)，ball(球)，bricks(积木)，
            / p /，/ kw /，/ r /，pizza (比萨)，queen (女王)，rabbit (兔子)
课堂用语*：What's this? (这是什么？)  Point to a (teddy).【指向(玩具熊)。 】 Is it a   
                      (doll) ? 【它是(洋娃娃)吗？】  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二、奖品

到游乐园。如果小孩会读：复习中任何单词，就可以奖励到游乐园。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review: car, train, doll, Teddy, ball, bricks; / p / ,  / kw / , / r / and pizza, queen, 
rabbit.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复习：汽车, 火车, 洋娃

娃, 玩具熊, 球, 积木；字母：/ p / ,  / kw / , / r /以及单词：比萨，女王和兔子。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ʤ /       (/ ʤ /)                                                                                        
             jug        (壶)                                                                                            
             / k /       (/ k/)                                                                                             
             kite         (风筝)                                                                                            
             / l /          (/ l /)                                                                                          
             lion         (狮子)                                                                                            
             / m /          (/ m /)                                                                                          
             monkey      (猴子)                                                                                             
             / n /           (/ n /)                                                                                         
             nose            (鼻子)                                                                                         
             / o /            (/ o /)                                                                                        
             orange        (桔子)                                                                                           
             / p /             (/ p /)                                                                                       
             pizza            (比萨)                                                                                        
             / q /             (/ q /)                                                                                       
             queen            (女王)                                                                                        
             / r /               (/ r /)                                                                                     
             rabbit             (兔子)                                                                                      
    (2)、It's song time! 复习：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The queen likes pizza    (歌曲：女王喜欢比萨)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Lesson 7，课文练习4。     
    (4)、It's song time! 复习：Lesson 2，课文练习4，Song: Toys song    (歌曲：玩具歌)    
    (5)、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Lesson 2，课文练习4。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2)、teddy     (玩具熊)                                                                                               
            Say teddy.   (读“玩具熊”。)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3)、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4)、ball    (球)                                                                                               
            Say ball.     (读“球”。)                                                                                         
            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5)、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6)、car       (汽车)                                                                                             
            Say car.    (读“汽车”。)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8)、car     (汽车)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10)、teddy    (玩具熊)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12)、ball    (球)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14)、car    (汽车)                                                                                               
    (15)、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16)、teddy   (玩具熊)                                                                                              
    (17)、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18)、ball  (球)                                                                                                
    (19)、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20)、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21)、train     (火车)                                                                                             
               Say train.      (读“火车”。)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2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23)、bricks       (积木)                                                                                          
              Say bricks.     (读“积木”。)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24)、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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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doll  (布娃娃)                                                                                               
               Say doll.  (读“布娃娃”。)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27)、doll   (布娃娃)                                                                                                
    (2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29)、train   (火车)                                                                                                  
    (30)、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31)、bricks    (积木)                                                                                            
    (3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33)、doll    (布娃娃)                                                                                               
    (34)、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35)、train    (火车)                                                                                            
    (36)、Say trai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火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37)、bricks   (积木)                                                                                            
    (38)、Say bri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积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39)、Listen, point, and say.    (听，指，和读。)                                                                              
               Look at the toys. What can you see? （看看这些玩具。你能看见什么？）

               Point to the car.      （指向小汽车。）

               Point to the train.    （指向火车。）

               Point to the bricks.   （指向积木。）

               Point to the teddy.     （指向玩具熊。）

               Point to the ball.     （指向球。）

               Point to the doll.     （指向洋娃娃。）

3. Listen and trace the numbers. （听然后描写数字。）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You need four stages of making the toys mobile. (做玩具手机你需要4个步骤。)                                                     
    (2)、You colour the toys.    (你给玩具涂色/上色。)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3)、You cut out the toys.    (你剪下玩具。)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4)、You put on the string.   (你系上绳子。)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5)、You hang the string.  (你悬挂绳子。)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6)、Trace the number one.  (描摹数字1。)                                                                               
    (7)、Trace the number two.   (描摹数字2。)                                                                                
    (8)、Trace the number three.     (描摹数字3。)                                                                            
    (9)、Trace the number four.       (描摹数字4。)                                                                           
4. Make the toys mobile. （制作玩具车。）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train    (火车)                                                                                               
            Say trai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火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3)、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4)、blue   (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蓝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lue  (是的，蓝色)                                                                                               
    (5)、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6)、bricks  (积木)                                                                                             
            Say bri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积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7)、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8)、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yellow  (是的，黄色)                                                                                            
    (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0)、doll   (布娃娃)                                                                                             
               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11)、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2)、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绿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een (是的，绿色)                                                                                              
    (1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4)、car   (汽车)                                                                                              
              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15)、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6)、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red   (是的，红色)                                                                                                    
    (1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8)、teddy   (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19)、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20)、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绿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een  (是的，绿色)                                                                                             
    (2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2)、ball   (球)                                                                                             
              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23)、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24)、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red      (是的，红色)                                                                                                  
5. Show and tell.（展示然后讲述。）
    (1)、Is it a train?   (这是一辆火车吗？)                                                                                          
    (2)、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Say trai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火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3)、What colour is it?    (这是什么颜色？)                                                                                
    (4)、blue    (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蓝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lue    (是的，蓝色。)                                                                                            
    (5)、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涂色/上色。)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6)、Are they bricks?   (它们是积木吗？)                                                                                 
    (7)、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Say bri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积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8)、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                                                                                   
    (9)、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绿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een   (是的，绿色)                                                                                               
    (10)、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涂色/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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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    (绿色)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11)、Is it a doll?  (它是布娃娃吗？)                                                                                         
    (12)、yes   (是的)                                                                                                  
              doll    (布娃娃)                                                                                                
              It is a doll.   (这是一个布娃娃。)                                                                                        
              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13)、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                                                                                 
    (14)、blue   (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蓝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lue   (是的，蓝色。)                                                                                                 
    (15)、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涂色/上色。)                                                                                   
               blue    (蓝色)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16)、Is it a car?     (这是一辆汽车吗？)                                                                                    
    (17)、yes    (是的)                                                                                              
               car     (汽车)                                                                                             
               It is a car.   (这是一辆汽车。)                                                                                         
               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18)、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                                                                                    
    (19)、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red    (是的，红色)                                                                                                  
    (20)、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涂色/上色。)                                                                                
               red   (红色)                                                                                               
               Yes, it is a car.  (是的，这是一辆汽车。)                                                                                          
    (21)、Is it a teddy?   (这是一个玩具熊吗？)                                                                                        

    (22)、yes    (是的)                                                                                                  
               teddy   (玩具熊)                                                                                                 
               It is a teddy.     (这是一个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23)、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                                                                                   
    (24)、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yellow     (是的，黄色)                                                                                            
    (25)、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涂色/上色。)                                                                                 
               yellow   (黄色)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26)、Is it a ball?   (这是一个球吗？)                                                                                       
    (27)、yes     (是的)                                                                                               
              ball     (球)                                                                                              
              It's a ball. (这是一个球。)                                                                                        
              Say ba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28)、What colou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                                                                                 
    (29)、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red    (是的，红色)                                                                                              
    (30)、Colour the picture.    (给图片涂色/上色。)                                                                                  
               red     (红色)                                                                                              
               Yes, it's a ball.  (是的，这是一个球。)                                                                                       
6.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7. Game: Match the letters and pictures  (游戏：匹配字母与图片)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p /     (/ p /)                                                                                           
             It says / p /.    (它读“/ p /”。)                                                                                     
             / p /, / p /, / p /. Says / p /.    (/ p /, / p /, / p /读“/ p /”。)                                                                
             What begins with / p /?  (什么以发音/ p /开头？)                                                                               
             pizza  (比萨)                                                                                               
             It is a pizza.   (这是一个比萨。)                                                                                     
             Say pizza.  (读“比萨”。)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letter p and move to / p /.   
             (找到一个以字母p开头的单词，移到 /p/。)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 p /”。)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q /     (/ q /)                                                                                             
             It says / kw /.    (它读“/ kw/”。)                                                                                  
             / kw /, / kw /, / kw /. Says / kw /.     (/ kw /, / kw /, / kw /读“/ kw /”。)                                                            
             What begins with / kw /?  (什么以发音/kw /开头？)                                                                             
             queen   (女王)                                                                                             
             It's a queen.   (它是女王。)                                                                                     
             Say queen.   (读“女王”。)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letter q and move to / kw /.  
             (找到一个以字母q开头的单词，移到 /kw/。)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 kw/”。)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r /     (/ r /)                                                                                              
             It says / r /.     (它读“/ r/”。)                                                                                 
             / r /, / r /, / r /. Says / r /.    (/ r /, / r /, / r /读“/ r /”。)                                                                   
             What begins with / r /?  (什么以发音/r /开头？)                                                                           
             rabbit     (兔子)                                                                                            
             It's a rabbit.  (它是一只兔子。)                                                                                       
             Say rabbit.   (读“兔子”。)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letter r and move to / r /.  
             (找到一个以字母r开头的单词，移到 /r/。)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 r/”。)                                                                                    

8、Musical words （音乐词汇）
      (0)、Where's the car?   (汽车在哪儿？)                                                                                    
               car     (汽车)                                                                                              
               Say ca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汽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r.  (是的，它是一辆汽车。)                                                                                         
      (1)、Where's the train?   (火车在哪儿？)                                                                                  
               train  (火车)                                                                                                
               Say trai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火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rain.    (是的，这是一辆火车。)                                                                                    
      (2)、Where are the bricks?    (积木在哪儿？)                                                                             
               bricks  (积木)                                                                                              
               Say bri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积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ricks.   (是的，它们是积木。)                                                                                   
      (3)、Where's the doll?   (布娃娃在哪儿？)                                                                                  
               doll   (布娃娃)                                                                                               
               Say dol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布娃娃”，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doll.   (是的，这是一个布娃娃。)                                                                                      
9. Review（复习）
    本课文为本单元最后一课，课文将复习本单元所学的全部关键词（课文目录区

    中深红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巩固所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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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7 Family （第七单元 家庭）

Lesson 1

一、单元目标：第七单元结束，小孩将能够：
• 认识并会念这六个家庭成员的名称：妈妈，爸爸，兄弟，姐妹，爷爷，奶奶

• 理解并能叙述一个简单的故事：奶奶在哪？

• 欣赏一首有关食物的歌并通过小鼓和沙铃进行音乐伴奏

• 认识小写字母s, t , u和v 以及与之对应的音标：/ s /, / t /, / ˄ /, / v /
• 认识四个以/ s /, / t /, / ˄ /, / v /为首音标的单词：袜子，妈妈熊，伞，花瓶

• 认识数字10 并数到10
• 进一步开发视觉识别与记忆技能，包括：相同与不同概念

• 开发小肌肉群，包括：描绘改变方向的循环和弧线

• 理解简单图形序列中下一个意思

• 通过制作家庭相框理解顺序

• 顺序介绍一组图片

• 制作和修饰相框

• 理解附加的课堂用语。
二、本课摘要
新词汇：mum(妈妈) ， dad(爸爸)， brother(兄弟) ， sister(姐妹)
复习词汇：teddy(玩具熊)， ball(球)， car(汽车)， bricks (积木)， train (火车) ，
                    doll(洋娃娃)，bananas (香蕉)， apples(苹果)， oranges (橙汁)，
                    juice (果汁)， milk (牛奶) ，sandwiches (三明治)， cake (糕点)。
课堂用语：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Listen and point. （听然后指。） It's a skirt. （它是一条裙子。）  
                     Point to (mum). 【指向（妈妈）。】Who has a skirt?  (谁有一条裙子？)
三、奖品
给妈妈买礼物。如果小孩会读单词：mum ， dad， brother ， sister，就可以让小孩

给妈妈买一件礼物。
四、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use the following new word: mum, dad, brother, sister. Review: teddy, ball, car, 
bricks, train, doll; bananas, apples, oranges, juice, milk, sandwiches, cake.也可以用中文

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如下新单词：妈妈，爸爸，兄弟，姐妹。复

习：玩具熊，球，汽车，积木，火车，洋娃娃；香蕉，苹果，橙汁，果汁，牛奶，

三明治，糕点。
五、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 Lesson 1, 五。
六、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It's song time! 复习：Unit 6，Lesson 2，课文练习 4，
            Song: Toys song  （歌曲：玩具歌）

    (2)、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 Unit 6，Lesson 2，
            课文练习 4，Song: Toys song （歌曲：玩具歌）                                  
2. Listen and repeat. （跟读。）
    (1)、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2)、mum  (妈妈)                                                                                                  
            Say mum.   (读“妈妈”。)                                                                                             
            Yes, mum      (是的，妈妈)                                                                                               
    (3)、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4)、dad   (爸爸)                                                                                               
            Say dad.  (读“爸爸”。)                                                                                           
            Yes, dad   (是的，爸爸)                                                                                                
    (5)、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6)、brother   (兄弟)                                                                                            
            Say brother.    (读“兄弟”)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7)、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8)、sister       (姐妹)                                                                                           
            Say sister.   (读“姐妹”)                                                                                            
            Yes, sister    (是的，姐妹)                                                                                             
    (10)、brother    (兄弟)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12)、mum   (妈妈)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mum   (是的，妈妈)                                                                                                    
    (14)、dad    (爸爸)                                                                                                  
    (15)、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dad   (是的，爸爸)                                                                                                   
    (16)、sister     (姐妹)                                                                                              
    (17)、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ster    (是的，姐妹)                                                                                            
    (18)、brother     (兄弟)                                                                                           
    (19)、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20)、mum    (妈妈)                                                                                              
    (21)、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mum  (是的，妈妈)                                                                                                 
    (22)、dad    (爸爸)                                                                                                
    (23)、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dad    (是的，爸爸)                                                                                               
    (24)、sister    (姐妹)                                                                                            
    (25)、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ster   (是的，姐妹)                                                                                                   
3. Chant: Mum and dad  （朗诵：妈妈和爸爸）
    (1)、Chant: Jumper and trousers and skirt
             Mum and dad      (妈妈和爸爸)  
             Brother and sister.  (兄弟和姐妹)
             Mum and dad      (妈妈和爸爸)  
             Brother and sister.  (兄弟和姐妹)
             repeat x 3 (重复一遍)
    (3)、brother    (兄弟)                                                                                            
    (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5)、mum    (妈妈)                                                                                               
    (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mum   (是的，妈妈)                                                                                                 
    (7)、dad    (爸爸)                                                                                               
    (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dad  (是的，爸爸)                                                                                                   
    (9)、sister    (姐妹)                                                                                                
    (10)、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ster   (是的，姐妹)                                                                                                
    (11)、brother    (兄弟)                                                                                            
    (12)、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13)、mum     (妈妈)                                                                                              
    (14)、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mum    (是的，妈妈)                                                                                               
    (15)、dad   (爸爸)                                                                                                   
    (16)、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dad   (是的，爸爸)                                                                                                  
    (17)、sister     (姐妹)                                                                                              
    (18)、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ster    (是的，姐妹)                                                                                               
4. Game: Memory （游戏：回忆）
    (0)、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mum    (妈妈)                                                                                                
             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mum    (是的，妈妈)                                                                                                
    (1)、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dad    (爸爸)                                                                                                
             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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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dad   (是的，爸爸)                                                                                                    
    (2)、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brother    (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3)、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sister   (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ster  (是的，姐妹)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Match and stick.   (找然后贴。)

    (1)、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2)、mum    (妈妈)                                                                                              
            Point to mum.   (指向妈妈。)                                                                                     
            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mum  (是的，妈妈)                                                                                                  
    (3)、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4)、dad     (爸爸)                                                                                               
            Point to dad.    (指向爸爸。)                                                                                    
            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dad    (是的，爸爸)                                                                                                 
    (5)、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6)、brother     (兄弟)                                                                                            
             Point to brother.   (指向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7)、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8)、sister   (姐妹)                                                                                              
             Point to sister.    (指向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ster   (是的，姐妹)                                                                                            
      (9)、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0)、orange   (橙汁)                                                                                            
                Point to the orange.   (指向橙汁。)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橙汁”，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n orange.  (是的，这是一个桔子。)                                                                                     
      (1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2)、juice   (果汁)                                                                                               
                Point to the juice.     (指向果汁。)                                                                               
                Say juic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果汁”，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juice. (是的，这是果汁。)                                                                                    
      (1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4)、milk    (牛奶)                                                                                             
                Point to the milk.   (指向牛奶。)                                                                                
                Say mil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牛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milk.   (是的，这是牛奶。)                                                                                      
      (1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6)、sandwich      (三明治)                                                                                         
                Point to the sandwich.    (指向三明治。)                                                                             
                Say sandwic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三明治”，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andwich.   (是的，这是三明治。)                                                                                      
      (1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8)、cake     (蛋糕)                                                                                                  
                Point to the cake    (指向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蛋糕”，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ke.  (是的，这是一块蛋糕。)                                                                                      
      (19)、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20)、apples   (苹果)                                                                                            

              Point to the apples.   (指向苹果。)                                                                              
              Say appl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苹果”，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apples.  (是的，它们是苹果。)                                                                                   
    (21)、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22)、bananas  (香蕉)                                                                                           
              Point to the bananas.  (指向香蕉。)                                                                               
              Say banana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香蕉”，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ananas. (是的，它们是香蕉。)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Run（游戏：跑）
    (0)、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dad     (爸爸)                                                                                               
             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dad      (是的，爸爸)                                                                                               
    (1)、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sister       (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ster    (是的，姐妹)                                                                                           
    (2)、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brother        (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3)、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mum    (妈妈)                                                                                                  
             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mum   (是的，妈妈)                                                                                                   
9. Game：Pass the cards（游戏：传卡片）

      (0)、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sister    (姐妹)                                                                                            
               Point to sister.  (指向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ster    (是的，姐妹)                                                                                               
      (1)、brother    (兄弟)                                                                                              
               Point to brother.   (指向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2)、mum    (妈妈)                                                                                                
              Point to mum.  (指向妈妈。)                                                                                         
              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mum   (是的，妈妈)                                                                                               
      (3)、dad     (爸爸)                                                                                                
               Point to dad.  (指向爸爸。)                                                                                       
               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dad   (是的，爸爸)                                                                                                
10. Match the heads to the bodies. Say sister，brother，mum，dad。 

      （将头和身子搭配。读：姐妹，兄弟，妈妈和爸爸。）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jumper        (毛衣)                                                                                          
                 Point to the jumper.    (指向毛衣。)                                                                                
                 Say jump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毛衣”，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一件毛衣。)                                                                                     
        (4)、Who has the jumper?    (谁有毛衣？)                                                                                  
        (5)、sister        (姐妹)                                                                                       
                 Point to sister.    (指向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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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sister    (是的，姐妹)                                                                                              
          (6)、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Draw a line to match each person's head to their body.   
                   (画一条线使每个人的头和他们的身体相匹配。)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sister     (是的，姐妹)                                                                                              
                   Yes, it is a jumper.   (是的，这是一件毛衣。)                                                                                      
                   Sister has a jumper.     (姐姐/妹妹有一件毛衣。)                                                                              
          (7)、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8)、trousers   (长裤)                                                                                            
                   Point to the trousers.    (指向长裤。)                                                                             
                   Say trouse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长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它们是长裤。)                                                                                
          (9)、Who has the trousers?   (谁有长裤？)                                                                              
          (10)、dad    (爸爸)                                                                                                
                    Point to dad.   (指向爸爸。)                                                                                       
                    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dad   (是的，爸爸)                                                                                                 
          (11)、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Draw a line to match each person's head to their body.  
                     (画一条线使每个人的头和他们的身体相匹配。)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dad   (是的，爸爸)                                                                                                 
                     Yes, they are trousers.    (是的，它们是长裤。)                                                                                  
                     Dad has the trousers.     (爸爸有长裤。)                                                                              
          (1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3)、skirt    (裙子)                                                                                               
                     Point to the skirt.     (指向裙子。)                                                                                
                     Say ski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裙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一条裙子。)                                                                                      
          (14)、Who has the skirt?   (谁有裙子？)                                                                                 
          (15)、mum  (妈妈)                                                                                                 

                     Point to mum.   (指向妈妈。)                                                                                      
                     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mum  (是的，妈妈)                                                                                                 
          (16)、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Draw a line to match each person's head to their body.   
                     (画一条线使每个人的头和他们的身体相匹配。)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mum  (是的，妈妈)                                                                                                 
                     Yes, it is a skirt.  (是的，这是一条裙子。)                                                                                     
                     Mum has a skirt.  (妈妈有一条裙子。)                                                                                   
          (17)、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18)、shorts     (短裤)                                                                                          
                    Point to the shorts   (指向短裤)                                                                               
                    Say short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短裤”，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19)、Who has the shorts?   (谁有短裤？)                                                                                 
          (20)、brother    (兄弟)                                                                                            
                    Point to brother.    (指向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21)、Draw a line.   (画一条线。)                                                                                        
                     Draw a line to match each person's head to their body.    
                     (画一条线使每个人的头和他们的身体相匹配。)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Yes, they are shorts.   (是的，它们是短裤。)                                                                                   
                     Brother has the shorts.  (兄弟/哥哥/弟弟有短裤。)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mum, dad, brother.（妈妈，爸爸、兄弟）。

Lesson 2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grandma (奶奶)，grandpa (爷爷)；
复习：sister(姐妹) ， brother (兄弟)， mum(妈妈) ， dad(爸爸)
课堂用语 * ：Whho's this? (这是谁？)  Is it  (grandma)?【它是(奶奶)吗？】
                        Where's Robbie ? (Robbie在哪？) Listen and sing.（听然后唱。）

                        Point to (gramdpa) .【指向(爷爷)。】
二、奖品

给爷爷、奶奶打电话。如果小孩会读单词：grandma，grandpa，让小孩给爷爷、奶

奶打电话。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following new word: grandma, grandpa. Review: sister, brother, mum, 
dad.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如下新单词：奶奶，爷爷并

复习：姐妹、兄弟、妈妈、爸爸。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复习：Lesson 1，课文练习 3，Chant: Mum and dad
2. Listen and repeat. （跟读。）
    (1)、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2)、grandma (奶奶)                                                                                              
            Say grandma.  (读“奶奶”。)                                                                                        
            Yes, grandma  (是的，奶奶)                                                                                              
    (3)、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4)、grandpa   (爷爷)                                                                                              
            Say grandpa.  (读“爷爷”。)                                                                                     

            Yes, grandpa  (是的，爷爷)                                                                                               
    (6)、grandma   (奶奶)                                                                                              
    (7)、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ma  (是的，奶奶)                                                                                              
    (8)、grandpa (爷爷)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pa   (是的，爷爷)                                                                                             
    (10)、grandma    (奶奶)                                                                                              
    (11)、Say grandm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奶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ma   (是的，奶奶)                                                                                              
    (12)、grandpa   (爷爷)                                                                                            
    (13)、Say grandp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爷爷”，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pa   (是的，爷爷)                                                                                             
3. Game: Clapping game （游戏： 鼓掌游戏）
    (0)、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sister    (姐妹)                                                                                             
             Point to sister.   (指向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ster     (是的，姐妹)                                                                                            
    (1)、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brother   (兄弟)                                                                                              
             Point to brother.  (指向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2)、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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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m  (妈妈)                                                                                                  
             Point to mum. (指向妈妈。)                                                                                         
             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mum   (是的，妈妈)                                                                                                
    (3)、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dad   (爸爸)                                                                                                
             Point to dad.      (指向爸爸。)                                                                                  
             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dad  (是的，爸爸)                                                                                                     
    (4)、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grandma    (奶奶)                                                                                             
             Point to grandma.   (指向奶奶。)                                                                                 
             Say grandm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奶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ma  (是的，奶奶)                                                                                            
    (5)、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grandpa  (爷爷)                                                                                                
             Point to grandpa.    (指向爷爷。)                                                                                   
            Say grandp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爷爷”，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pa    (是的，爷爷)                                                                                            
4. Song: Family song （歌曲：家庭歌）
    (1)、It's song time!                                                                                     
             My mum, my mum           (我的妈妈，我的妈妈)
             I love my mum.             (我爱我的妈妈。)
             My mum is good to me.       (妈妈对我很好。)
             My dad, my dad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
             I love my dad.              (我爱我的爸爸。)
             We're a happy family.         (我们是快乐一家。)
             My grandma, my grandma    (我的奶奶，我的奶奶)
             I love my grandma.           (我爱我的奶奶。)

             My grandma is good to me.    (奶奶对我很好。)
             My grandpa, my grandpa     (我的爷爷，我的爷爷)
             I love my grandpa.          (我爱我的爷爷。)
             We're a happy family.        (我们是快乐一家。)
             My brother, my brother      (我的兄弟，我的兄弟)
             I love my brother.           (我爱我的兄弟。)
             My brother is good to me.    (兄弟对我很好。)
             My sister, my sister         (我的姐妹，我的姐妹)
             I love my sister.            (我爱我的姐妹。)
             We're a happy family.        (我们是快乐一家。)
    (2)、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上述 (1)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Look and trace.   (看然后描。)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Good work.   (做得好。)                                                                                            
    (3)、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去画一条线或一个圆将兔子圈起来。）                                          
             Good work.   (做得好。)                                                                                         
    (4)、Where's grandma?    (奶奶在哪儿？)                                                                                   
    (5)、There she is!    (她在那儿！)                                                                                      
             grandma   (奶奶)                                                                                             
             Point to grandma.    (指向奶奶。)                                                                                  
             Say grandm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奶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ma. There she is!    (是的，奶奶，她在那儿！)                                                                                     
    (6)、Where's grandma?    (奶奶在哪儿？)                                                                                  
             Join the dots to complete the picture of grandma.   (连接点来完成奶奶的照片。)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grandma. There she is!    (是的，奶奶。她在那儿！)                                                                                     

    (7)、Where's brother?   (哥哥/弟弟在哪儿？)                                                                                   
    (8)、There he is!  (他在那儿！)                                                                                        
             brother   (兄弟)                                                                                            
             Point to brother.   (指向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There he is!   (是的，兄弟。他在那儿！)                                                                                               
    (9)、Where's sister?   (姐姐/妹妹在哪儿？)                                                                                      
    (10)、There she is!    (她在那儿！)                                                                                     
               sister   (姐妹)                                                                                             
               Point to sister.   (指向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ster. There she is!   (是的，姐妹。她在那儿！)                                                                                          
    (11)、Where's grandpa?   (爷爷在哪儿？)                                                                                  
    (12)、There she is!     (她在那儿！)                                                                                     
               grandpa     (爷爷)                                                                                           
               Point to grandpa.  (指向爷爷。)                                                                                  
               Say grandp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爷爷”，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pa. There she is!    (是的，爷爷。她在那儿！)                                                                                            
    (13)、Where's grandpa? (爷爷在哪儿？)                                                                                       
               Join the dots to complete the picture of grandpa. (连接点来完成爷爷的照片。)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grandpa. There she is!    (是的，爷爷。她在那儿！)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Pass the cards  (游戏：传递卡片 )

    (0)、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sister           (姐妹)                                                                                        
             Point to sister.       (指向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ster    (是的，姐妹)                                                                                            
    (1)、brother        (兄弟)                                                                                       
             Point to brother.   (指向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2)、mum     (妈妈)                                                                                                
            Point to mum.   (指向妈妈。)                                                                                        
            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mum  (是的，妈妈)                                                                                                 
    (3)、dad    (爸爸)                                                                                               
             Point to dad.    (指向爸爸。)                                                                                     
             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dad  (是的，爸爸)                                                                                                  
    (4)、grandma  (奶奶)                                                                                               
             Point to grandma.   (指向奶奶。)                                                                                  
             Say grandm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奶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ma    (是的，奶奶)                                                                                              
    (5)、grandpa    (爷爷)                                                                                              
             Point to grandpa.   (指向爷爷。)                                                                                   
             Say grandp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爷爷”，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pa  (是的，爷爷)                                                                                                 
9. Game：Listen and run （游戏：听然后跑）
    (0)、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grandpa      (爷爷)                                                                                             
             Say grandp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爷爷”，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pa   (是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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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sister   (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ster    (是的，姐妹)                                                                                               
    (2)、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brother   (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3)、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grandma      (奶奶)                                                                                            
             Say grandm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奶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ma   (是的，奶奶)                                                                                             
10. Activity: Help grandma find grandpa. Trace and say. 

   （活动：帮助奶奶找爷爷。描绘然后说。）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2)、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3)、grandma    (奶奶)                                                                                               
             Point to grandma.   (指向奶奶。)                                                                                      
             Say grandm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奶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ma   (是的，奶奶)                                                                                              
     (4)、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5)、grandpa     (爷爷)                                                                                              
             Point to grandpa.   (指向爷爷。)                                                                                      
             Say grandp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爷爷”，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pa  (是的，爷爷)                                                                                             
     (6)、Trace the lines to link grandma to grandpa.   (描线将爷爷与奶奶连接起来。)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grandma  (是的，奶奶)                                                                                               
              Yes, grandpa    (是的，爷爷)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

     红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grandma、grandpa。

Lesson 3

一、本课摘要
复习：mum(妈妈) ， dad(爸爸)， sister(姐妹)， brother(兄弟)，grandma(爷爷)， 
            grandma(奶奶)
课堂用语 * ：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 Yes. There he is. (是。他在那。) 
                        It's story time.（现在是讲故事时间。）Where's (Grandma) ?
                      【（爷爷）在哪？】 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This is my (mum).    
                      【这是我（妈妈）。】

二、奖品

全家一起游玩。如果小孩会读单词：复习中单词，就可以全家一起游玩。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lesson, you will be review: 
mum, dad, sister, brother, grandma, grandma.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

你将复习：妈妈，爸爸，姐妹，兄弟，爷爷，奶奶。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It's song time! 复习：Lesson 2，课文练习4，Song: Familly song
   (2)、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Lesson 2，
            课文练习4，Song: Familly song
2. Listen and repeat. （跟读。）
    (2)、Where's Robbie?    (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3)、Where's Robbie?    (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去画一条线或一个圆将兔子圈起来。）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Good work.   (做得好。)                                                                                         
    (4)、Where's brother?  (哥哥/弟弟在哪儿？)                                                                                    
    (5)、brother     (兄弟)                                                                                         
            Point to brother.  (指向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There he is!    (是的，兄弟。他在那儿！)                                                                                           
    (6)、Where's sister?   (姐姐/妹妹在哪儿？)                                                                                    
    (7)、sister    (姐妹)                                                                                            
            Point to sister.  (指向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ster. There she is!   (是的，姐妹。她在那儿！)                                                                                             
    (8)、Where's Jojo?   (优优在哪儿？)                                                                                      
    (9)、Jojo     (优优)                                                                                             
            Point to Jojo.    (指向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Jojo. There he is!   (是的，优优。他在那儿！)                                                                                                
    (10)、Where's mum?   (妈妈在哪儿？)                                                                                        
    (11)、mum   (妈妈)                                                                                                 
              Point to mum.    (指向妈妈)                                                                                     
              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mum. There she is!   (是的，妈妈。她在那儿！)                                                                                                
    (12)、Where's dad?   (爸爸在哪儿？)                                                                                      
    (13)、dad   (爸爸)                                                                                               
              Point to dad.   (指向爸爸。)                                                                                     
              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Dad. There he is!  (是的，爸爸。他在那儿！)                                                                                                   
    (14)、Where's grandma?   (奶奶在哪儿？)                                                                                     
    (15)、grandma  (奶奶)                                                                                               
               Point to grandma.  (指向奶奶。)                                                                                     
               Say grandm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奶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ma. There she is!     (是的，奶奶。她在那儿！)                                                                                           
3. Story: Where's grandma? （故事： 奶奶在哪？）
    (1)、It's story time.   (现在是讲故事时间。)                                                                                    
    (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correct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正确的图片。)                                                     
            1.
            TOM: Jojo. This is my mum.      （汤姆：优优。这是我妈妈。） 
            Mum: Hello, Jojo.                       （妈妈：你好。优优。）

            2.
            TOM: This is my dad                  （汤姆：这是我的爸爸。） 
            DAD: Hello, jojo.                        （爸爸：你好。优优。）

            3.
            TOM: Where's Grandma?           （汤姆：奶奶在哪？） 
            JOJO: Where's Grandma?           （优优：奶奶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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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JOJO: Are you Grandma?          （优优：你是奶奶？）

            GRANDMA: Yes, I am. Hello, Jojo.   （奶奶：是，我是。你好，优优。）

4. Listen and act. （听然后表演。）
    (1)、TOM: Jojo. This is my mum. （汤姆：优优。这是我妈妈。） 
             MUM: Hello, Jojo.           （妈妈：你好。优优。）                                           
    (2)、Mine shaking right hand.       （表演摇晃右手。）                                                                      
    (3)、TOM: This is my dad.      （汤姆：这是我的爸爸。） 
             DAD: Hello, Jojo.         （爸爸：你好。优优。）                                                   
    (4)、Mine shaking hands with their "tail" by putting arm behind back and shaking it.  
             (表演和它们的“尾巴”握手是将手臂放在背后摇晃它。)                   
    (5)、TOM: Where is Grandma? （汤姆：奶奶在哪儿？）

             JOJO: Where is Grandma?    （优优：奶奶在哪儿？）                                                
    (6)、Mine turning from side to side as if looking for grandma.    
            (表演左右转动好像是在找奶奶。)                                             
    (7)、JOJO: Are you Grandma? （优优：你是奶奶？）

             GRANDMA: Yes, I am. Hello, Jojo.   （奶奶：是，我是。你好，优优。）                                        
    (8)、You sit down, then open your arm to mime catching the falling Jojo. 
             (你坐下来，然后张开你的手臂去表演接住掉下来的优优。)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Find and match. (找到并匹配。)

    (1)、Where's Robbie?     (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2)、Where's Robbie?    (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去画一条线或一个圆将兔子圈起来。）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Good work.     (做得好。)                                                                                          
    (3)、Where's mum?      (妈妈在哪儿？)                                                                                       
    (4)、mum     (妈妈)                                                                                                 
            Point to mum.    (指向妈妈。)                                                                                        

            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Mum. There she is!   (是的，妈妈。她在那儿！)                                                                                                 
    (5)、Where's brother?   (哥哥/弟弟在哪儿？)                                                                                    
    (6)、brother        (兄弟)                                                                                        
             Point to brother.    (指向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There he is!   (是的，兄弟。他在那儿！)                                                                                             
    (7)、Where's dad?  (爸爸在哪儿？)                                                                                          
    (8)、dad        (爸爸)                                                                                             
            Point to dad.  (指向爸爸。)                                                                                         
            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Dad. There he is!     (是的，爸爸。他在那儿！)                                                                                                
    (9)、Where's sister?      (姐姐/妹妹在哪儿？)                                                                                    
    (10)、sister      (姐妹)                                                                                             
              Point to sister.    (指向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ster. There she is!    (是的，姐妹。她在那儿！)                                                                                              
    (11)、Where's Jojo?    (优优在哪儿？)                                                                                       
    (12)、Jojo            (优优)                                                                                        
              Point to Jojo.      (指向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Jojo. There he is!   (是的，优优。他在那儿！)                                                                                               
    (13)、Where's grandma?     (奶奶在哪儿？)                                                                                   
    (14)、grandma  (奶奶)                                                                                               
              Point to grandma.   (指向奶奶。)                                                                                  
              Say grandm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奶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ma. There she is!    (是的，奶奶。她在那儿！)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复习：Unit 1，Lesson 3，课文每周之星。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9. Game: Who is missing?  (游戏：缺谁？)

    (0)、mum   (妈妈)                                                                                                  
             Who is missing?   (缺谁？)                                                                                      
             mum  (妈妈)                                                                                                
             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mum   (是的，妈妈)                                                                                                
    (1)、brother    (兄弟)                                                                                           
            Who is missing?   (缺谁？)                                                                                    
            brother   (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2)、grandma (奶奶)                                                                                             
            Who is missing?  (缺谁？)                                                                                    
            grandma   (奶奶)                                                                                            
            Say grandm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奶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ma   (是的，奶奶)                                                                                           
    (3)、dad    (爸爸)                                                                                              
            Who is missing? (缺谁？)                                                                                     
            dad      (爸爸)                                                                                              
            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dad    (是的，爸爸)                                                                                              
    (4)、grandpa     (爷爷)                                                                                         
             Who is missing?   (缺谁？)                                                                                       
             grandpa       (爷爷)                                                                                        

             Say grandp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爷爷”，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pa.     (是的，爷爷)                                                                                         
    (5)、sister          (姐妹)                                                                                     
             Who is missing?     (缺谁？)                                                                                 
             sister          (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sister    (是的，姐妹)                                                                                           
10. My family （我的家庭）
      (0)、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sister   (姐妹)                                                                                            
               This is my sister.  (这是我姐姐/妹妹。)                                                                                 
               Point to sister.   (指向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sister.  (是的，这是我姐姐/妹妹。)                                                                                   
      (1)、brother   (兄弟)                                                                                             
               This is my brother.  (这是我哥哥/弟弟。)                                                                                  
               Point to brother.  (指向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brother.    (是的，这是我哥哥/弟弟。)                                                                                 
      (2)、mum    (妈妈)                                                                                                 
              This is my mum.    (这是我妈妈。)                                                                                     
              Point to mum.   (指向妈妈。)                                                                                     
              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mum.      (是的，这是我妈妈。)                                                                                      
      (3)、dad       (爸爸)                                                                                                 
               This is my dad.   (这是我爸爸。)                                                                                      
               Point to dad.     (指向爸爸。)                                                                                   
               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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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dad.     (是的，这是我爸爸。)                                                                                   
      (4)、grandpa           (爷爷)                                                                                     
               Where's grandpa?     (爷爷在哪儿？)                                                                                  
               Point to grandpa.        (指向爷爷。)                                                                              
               Say grandp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爷爷”，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grandpa.    (是的，这是我爷爷。)                                                                                  
      (5)、grandma       (奶奶)                                                                                         
              Where's grandma?     (奶奶在哪儿？)                                                                                        
              Point to grandma.    (指向奶奶。)                                                                                    
              Say grandm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奶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grandma.    (是的，这是我奶奶。)                                                                                   
11. Activity: Colour and say.  （活动：涂色然后说。）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2)、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3)、grandma        (奶奶)                                                                                        
              Point to grandma.     (指向奶奶。)                                                                                  
              Say grandm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奶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grandma.     (是的，这是我奶奶。)                                                                                        
     (4)、Colour the picture.      ( 给图片涂色/上色。)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this is my grandma.      (是的，这是我奶奶。)                                                                                   
     (5)、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6)、Jojo        (优优)                                                                                                
              Point to Jojo.    (指向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是的，它是优优。)                                                                                        
     (7)、Colour the picture.      ( 给图片涂色/上色。)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it is Jojo.     (是的，它是优优。) 

Lesson 4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number 10 (数字 8)
复习： number 1-9 (数字 1-9)，yes(是)，no (不是)  
课堂用语*：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How many (fingers)?【多少(手指) ？】
                      Is it 10? (它是 10 吗？) Pass the ball. (传球。)  Count the (fingers). 
                    【数(手指)。】
二、奖品

漂亮手套。如果小孩会读单词：six, seven，就可以奖励小孩一双漂亮手套。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following new word: number 10 and review: number 1 - 9; yes and 
no.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如下新单词：数字 10并复

习：数字 1 - 9 ；是和不是。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2)、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是的，这是数字1。)                                                                                     
    (3)、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4)、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2”，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这是数字2。)                                                                                    
    (5)、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6)、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3”，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这是数字3。)                                                                                 
    (7)、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8)、four  (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4”，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这是数字4。)                                                                                   
    (9)、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10)、five    (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5”，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这是数字5。)                                                                                    
    (1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12)、six    (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13)、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14)、seven    (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15)、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16)、eight   (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17)、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18)、nine   (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19)、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six   (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seven     (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eight     (8)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nin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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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8。)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2. Listen and repeat. （跟读。）
    (1)、ten      (10)                                                                                                  
            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2)、ten     (10)                                                                                               
             Say ten.     (读“10”。)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3)、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4)、ten   (10)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5)、ten    (10)                                                                                                 
             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6)、ten     (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7)、ten  (10)                                                                                                
             Number 10. Move your finger to trace the number ten.  
            (数字10。移动你的手指来描摹数字10。）                                              
            ten    (10)                                                                                               
            It's number ten.    (这是数字10。)                                                                                  
    (8)、ten (10)                                                                                                 
             Draw number 10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10。)                                                                          
             ten    (10)                                                                                             
             It's number ten.     (这是数字10。)                                                                                     
    (9)、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en with your finger.   
           （读“10”，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0。）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10)、How many fingers?   (多少手指？)                                                                                    

    (11)、ten  (10)                                                                                                
              ten fingers    (10个手指)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en fingers.   (是的，它们是10个手指。)                                                                              
    (12)、ten fingers     (10个手指)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1,2,3,4,5,6,7,8,9,10)                                        
               Yes, ten fingers   (是的，10个手指)                                                                                         
    (13)、ten fingers    (10个手指)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1,2,3,4,5,6,7,8,9,10)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en fingers   (是的，10个手指)                                                                                             
3. Chant: Ten fingers （朗诵：十个手指）
    (1)、one     (1)                                                                                                   
    (2)、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是的，这是数字1。)                                                                                    
    (3)、two     (2)                                                                                                
    (4)、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2”，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这是数字2。)                                                                                     
    (5)、three  (3)                                                                                               
    (6)、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3”，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这是数字3。)                                                                                
    (7)、four   (4)                                                                                                
    (8)、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4”，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这是数字4。)                                                                                    
    (9)、five   (5)                                                                                                
    (10)、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5”，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这是数字5。)                                                                                    
    (11)、six    (6)                                                                                                  
    (12)、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13)、seven    (7)                                                                                                
    (14)、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15)、eight   (8)                                                                                                 
    (16)、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17)、nine    (9)                                                                                               
    (18)、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19)、ten    (10)                                                                                                 
    (20)、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21)、Chant: Ten fingers    (朗诵：10个手指)                                                                               
               Ten, ten, ten,  (10，10，10)  
               Ten, ten, ten,  (10， 10，10)  
               Ten fingers.   (十个手指。) 
               Ten, ten, ten,  (10，10，1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1， 2， 3， 4， 5， 6， 7， 8，) 
               nine, ten.    (9，10。)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4. Help Jojo. Is it 10? （帮助优优。它是 10 吗?）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2)、ten   (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3)、Is it nine?    (它是9吗？)                                                                                          
    (4)、No, it's number ten.   (不是，这是数字10。)                                                                                      
             Is it ten?    (它是10吗？)                                                                                          
    (5)、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ten    (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en with your finger.   
          （读“10”，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0。）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6)、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7)、eight    (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8)、Is it ten?    (它是10吗？)                                                                                             
    (9)、No, it's number eight.    (不是，这是数字8。)                                                                                
             Is it eight?    (它是8吗？)                                                                                         
    (10)、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eight      (8)                                                                                              
               Say 8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eight with your finger.   
            （读“8”，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8。）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1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12)、nine     (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13)、Is it eight?   (它是8吗？)                                                                                       
    (14)、No, it's number nine.    (不是，这是数字9。)                                                                                 
               Is it nine?    (它是9吗？)                                                                                             
    (15)、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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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e   (9)                                                                                                 
             Say 9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nine with your finger.   
          （读“9”，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9。）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16)、ten fingers      (10个手指)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1,2,3,4,5,6,7,8,9,10)                                           
               How many fingers?  (多少手指？)                                                                                    
    (17)、ten fingers     (10个手指)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en fingers.    (是的，它们是10个手指。)                                                                                   
    (18)、eight bricks     (8块积木)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2,3,4,5,6,7,8。)                                                       
               How many bricks?  (多少积木？)                                                                                      
    (19)、eight bricks     (8块积木)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ight bricks.   (是的，它们是8块积木。)                                                                                  
    (20)、nine balls      (9个球)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1,2,3,4,5,6,7,8,9。)                                                 
               How many balls?  (多少个球？)                                                                                       
    (21)、nine balls   (9个球)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nine balls.  (是的，它们是9个球。)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numbers. Count and colour the fingers.  

    (描写数字。数数然后给手指涂色。)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2)、ten     (10)                                                                                               
             point to ten.   (指向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en.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3)、ten  (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en with your finger.    
           （读“10”，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0。）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4)、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5)、fingers   (手指)                                                                                             
             Point to the finger.    (指向手指。)                                                                                 
             Say fin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指”，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en fingers.    (是的，它们是10个手指。)                                                                                   
    (6)、How many fingers?   (多少个手指？)                                                                                        
    (7)、ten   (10)                                                                                               
             Yes, they are ten fingers.  (是的，它们是10个手指。)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en fingers.  (是的，它们是10个手指。)                                                                                     
    (8)、ten fingers    (10个手指)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1,2,3,4,5,6,7,8,9,10。)                                         
             Yes, they are ten fingers.   (是的，它们是10个手指。)                                                                               
    (9)、ten fingers        (10个手指)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en fingers.    (是的，它们是10个手指。)                                                                                 
    (10)、ten fingers      (10个手指)                                                                                        
              Colour the ten fingers.     (给10个手指涂色/上色。)                                                                             
              Yes, they are ten fingers.    (是的，它们是10个手指。)                                                                                  
              Good work.     (做得好。)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Let's count together. （让我们一起数数。）
    (0)、How many circles?   (多少个圆？)                                                                                  
            six circles      (6个圆)                                                                                        
            Yes, they are six circles.     (是的，它们是6个圆。)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six circles     (6个圆)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1,2,3,4,5,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ix circles.   (是的，它们是6个圆。)                                                                               
    (1)、How many triangles?    (多少个三角形？)                                                                                
            seven triangles     (7个三角形)                                                                                   
            Yes, they are seven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7个三角形。)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seven triangles   (7个三角形)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2,3,4,5,6,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even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7个三角形。)                                                                           
    (2)、How many bricks?    (多少块积木？)                                                                                  
            eight bricks     (8块积木)                                                                                     
            Yes, they are eight bricks.    (是的，它们是8块积木。)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eight bricks    (8块积木)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2,3,4,5,6,7,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ight bricks.    (是的，它们是8块积木。)                                                                              
    (3)、How many balls?     (多少个球？)                                                                                    

            nine balls       (9个球)                                                                                       
            Yes, they are nine balls.  (是的，它们是9个球。)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nine balls    (9个球)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1,2,3,4,5,6,7,8,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nine balls.    (是的，它们是9个球。)                                                                                
    (4)、How many fingers?     (多少个手指？)                                                                                  
            ten fingers      (10个手指)                                                                                       
            Yes, they are ten fingers.   (是的，它们是10个手指。)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ten fingers      (10个手指)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1,2,3,4,5,6,7,8,9,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en fingers.   (是的，它们是10个手指。)                                                                               
9. Game: Pass the ball （游戏：传球）
    (0)、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six   (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seven   (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2)、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eight     (8)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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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3)、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nine   (9)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4)、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ten    (10)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10. Activity: Trace number 10. Draw 10 candles on the cake.  

   （活动：描写数字10。在蛋糕上画 10 根蜡烛。）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2)、ten     (10)                                                                                              
             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3)、ten     (10)                                                                                                
             Say ten.  (读“10”。)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4)、ten    (10)                                                                                                
             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5)、ten    (10)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6)、ten  (10)                                                                                                 
             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这是数字几？)                                                                               
    (7)、ten    (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8)、ten      (10)                                                                                                
             Number 10. Move your finger to trace the number ten. 
             (数字10。移动你的手指来描摹数字10。）                                             
             ten      (10)                                                                                               
             It's number ten.  (这是数字10。)                                                                                      
    (9)、ten    (10)                                                                                               
             Draw number 10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10。)                                                                      
             ten    (10)                                                                                               
             It's number ten.    (这是数字10。)                                                                                     
    (10)、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en with your finger.  
            （读“10”，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0。）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1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2)、cake    (蛋糕)                                                                                                   
               Say cak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蛋糕”，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ake.      (是的，这是一块蛋糕。)                                                                                         
    (13)、Draw ten candles on the cake.      (在蛋糕上画10根蜡烛。)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Lesson 5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s / (辅音：/ s /)，socks (袜子)
复习：/ m / -  / r /，monkey(猴子)，nose(鼻子)，orange(桔子) ，pizza(比萨) ，
              queen(女王)，rabbit(兔子)
课堂用语*： Stand up! (起立！) Silence! (安静!) Put on socks. (穿上袜子。) Point to / s /. 
                       Say / s /. (指向： / s /。念： / s /。)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二、奖品
袜子。如果小孩会读单词：socks，就可以奖励小孩一双袜子。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letter sound / s / and new word: socks also review: / m / -- / r / ,  monkey, 
nose, orange, pizza, queen, rabbit.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

辅音：/ s / 以及新单词：袜子，同时还将复习：/ m /  -- / r / , 以及猴子、鼻子、桔

子、比萨、女王和兔子。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ʤ /  (/ ʤ /)                                                                                                
             jug      (壶)                                                                                             
             / k /     (/ k/)                                                                                              
             kite    (风筝)                                                                                             
             / l /       (/ l /)                                                                                            
             lion       (狮子)                                                                                          
             / m /        (/ m /)                                                                                         
             monkey      (猴子)                                                                                         
             / n /           (/ n /)                                                                                       

             nose          (鼻子)                                                                                        
             / o /           (/ o /)                                                                                       
             orange         (桔子)                                                                                       
             / p /            (/ p /)                                                                                        
             pizza            (比萨)                                                                                      
             / kw /            (/ kw /)                                                                                    
             queen            (女王)                                                                                     
             / r /               (/ r /)                                                                                    
             rabbit           (兔子)                                                                                      
    (2)、It's song time! 复习：Unit 6，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Song: The queen likes pizza. (歌曲：女王喜欢比萨)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Unit 6，Lesson 7，
             课文练习 4，Song: The queen likes pizza.(歌曲：女王喜欢比萨)   
    (4)、It's song time! 复习：Unit 5，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Monkey has an orange  (歌曲：猴子有一个桔子)                                                                                      
    (5)、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Unit 5，Lesson 7，
             课文练习 4，Song: Monkey has an orange.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s /          (/ s/)                                                                                          
            It says / s /.     (它读“/ s/”。)                                                                                      
    (2)、/ s /, / s /, / s /. Says / s /.    (/ s /, / s /, / s /读 “/ s /”。)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 s/”。)                                                                                       
    (3)、/ s /      (/ s/)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 s/”。)                                                                                      
    (4)、Say / 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 s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 s/”。)                                                                                       
    (5)、socks    (袜子)                                                                                                
             Say socks.    (读“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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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they are socks.   (是的，它们是袜子。)                                                                                    
    (6)、socks    (袜子)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ocks.    (是的，它们是袜子。)                                                                                    
    (7)、socks    (袜子)                                                                                              
            Say so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袜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ocks.   (是的，它们是袜子。)                                                                                      
    (8)、/ s / - socks. Socks begin with the sound / s /. 
            Note the / s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socks. 
          （/s/ - socks。socks以/ s/发音开头。注意单词socks的开头发音/s /。）
    (9)、/ s /       (/ s/)                                                                                              
            Say / 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s/”，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 s/”。)                                                                                       
    (10)、socks     (袜子)                                                                                             
               Say so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袜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ocks.  (是的，它们是袜子。)                                                                                       
    (11)、/ s /, / s /, / s /;              (/ s /, / s /, / s /; )
              socks, socks, socks;      (袜子，袜子，袜子；)  
              / s /, / s /, / s /;              (/ s /, / s /, / s /; ) 
              socks, socks, socks        (袜子，袜子，袜子)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s /      (/ s/)                                                                                            
            It says / s /.    (它读“/ s/”。)                                                                                     
    (2)、Say / 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s/，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2)、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 s/”。)                                                                                        
4. Game: s for socks （游戏：s 为了袜子。）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m /   (/ m/)                                                                                               

             / m /, / m /, / m /. Says / m /.    (/ m /, /m /, / m/读 “/ m /”。)                                                                    
             What begins with / m /?   (什么以发音/ m/开头？)                                                                              
             monkey     (猴子)                                                                                        
             Say monke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猴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monkey    (猴子)                                                                                              
             Yes, it says / m /.   (是的，它读“/ m/”。)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n /   (/ n/)                                                                                              
             / n /, / n /, / n /. Says / n /.     (/ n /, /n /, / n/读 “/ n /”。)                                                                 
             What begins with / n /?    (什么以发音/ n/开头？)                                                                             
             nose    (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nose    (鼻子)                                                                                              
             Yes, it says / n /.   (是的，它读“/ n/”。)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o /     (/ o/)                                                                                              
             / o /, / o /, / o /. Says / o /.      (/o /, /o /, /o/读 “/ o/”。)                                                                    
             What begins with / o /?         (什么以发音/ o/开头？)                                                                          
             orange      (桔子)                                                                                          
             Say orang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orange      (桔子)                                                                                               
             Yes, it says / o /.   (是的，它读“/ o/”。)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p /        (/ p/)                                                                                            
             / p /, / p /, / p /. Says / p /.      (/p /, /p/, /p/读 “/ p/”。)                                                                   
             What begins with / p /?     (什么以发音/p/开头？)                                                                          
             pizza          (比萨)                                                                                       
             Say pizz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比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pizza      (比萨)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 p/”。)                                                                                      

    (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w /    (/ kw/)                                                                                             
             / kw /, / kw /, / kw /. Says / kw /.     (/kw /, /kw/, /kw/读 “/ kw/”。)                                                                    
             What begins with / kw /?    (什么以发音/kw/开头？)                                                                          
             queen    (女王)                                                                                             
             Say qu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女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queen     (女王)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 kw/”。)                                                                                     
    (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r /       (/ r/)                                                                                           
             / r /, / r /, / r /. Says / r /.     (/r /, /r/, /r/读 “/ r/”。)                                                                     
             What begins with / r /?     (什么以发音/r/开头？)                                                                           
             rabbit      (兔子)                                                                                           
             Say rabbi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rabbit    (兔子)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 r/”。)                                                                                        
    (6)、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s /     (/ s/)                                                                                             
             / s /, / s /, / s /. Says / s /.     (/s /, /s/, /s/读 “/s/”。)                                                                    
             What begins with / s /?      (什么以发音/s/开头？)                                                                            
             socks             (袜子)                                                                                       
             Say so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袜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socks         (袜子)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s/”。)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letter s. Help letter s find the socks. Join the letters. 

    (描写字母s。帮助字母 s找到袜子。连接字母。)

    (1)、/ s /       (/ s/)                                                                                            
             It says / s /.    (它读“/s/”。)                                                                                      
    (2)、Say / 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s/，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s/”。)                                                                                    
    (3)、/ s /    (/ s/)                                                                                                  
            Point to / s /.     (指向/ s/。)                                                                                       
            Say / 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s/”，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s/”。)                                                                                    
    (4)、What begins with / s /?    (什么以发音/s/开头？)                                                                                
    (5)、socks        (袜子)                                                                                          
            Point to the socks.    (指向袜子。)                                                                                
            Say so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袜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ocks.   (是的，它们是袜子。)                                                                                                  
    (6)、Help the letter s find the socks by joining together all the letters.   
            (通过将所有字母连接在一起来帮助字母s找到袜子。)                                
            / s /    (/ s/)                                                                                                  
            socks.      (袜子)                                                                                              
            Good work.      (做得好。)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s /       (/ s/)                                                                                            
            It says / s /.   (它读“/s/”。)                                                                                         
    (2)、Say / 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s/”，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s/”。)                                                                                       
9. Game：Pass the ball （游戏：传球）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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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zza            (比萨)                                                                                       
             It is a pizza.        (这是一个比萨。)                                                                                  
             Say pizza.          (读“比萨”。)                                                                                    
             What does pizza begin with?  (pizza以什么开头？)                                                                           
             / p /     (/ p/)                                                                                               
             It says / p /.     (它读“/p/”。)                                                                                        
             Say / p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p/”，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queen         (女王)                                                                                         
             It's a queen.    (它是女王)                                                                                      
             Say queen.     (读“女王”。)                                                                                        
             What does queen begin with?   (queen以什么开头？)                                                                         
             / kw /     (/kw/)                                                                                             
             It says / kw /.     (它读“/kw/”。)                                                                                  
             Say / k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w/”，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rabbit        (兔子)                                                                                        
             It's a rabbit.    (它是一只兔子。)                                                                                    
             Say rabbit.     (读“兔子”。)                                                                                     
             What does rabbit begin with?      (rabbit以什么开头？)                                                                    
             / r /      (/r/)                                                                                             
             It says / r /.       (它读“/r/”。)                                                                                    
             Say / r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r/”，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ocks           (袜子)                                                                                         
             They are socks.     (它们是袜子。)                                                                                     
             Say socks.       (读“袜子”。)                                                                                      
             What do socks begin with?     (socks以什么开头？)                                                                         
             / s /    (/s/)                                                                                               

             It says / s /.      (它读“/s/”。)                                                                                      
             Say / 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s/”，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It says / s /.       (它读“/s/”。)                                                                                          
10. Activity: Finish the stripes on the socks. (活动：完成袜子上的条纹。)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3)、Draw over the dotted line to form an s shape in the sock.  
             (画描虚线来形成袜子的形状。)                                          
             Yes, they are socks.     (是的，它们是袜子。)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s/”。)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socks      (袜子)                                                                                           
             Say so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袜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ocks.    (是的，它们是袜子。)                                                                                    
     (6)、What do socks begin with?     (socks以什么开头？)                                                                           
     (7)、/ s /      (/s/)                                                                                             
             Say / 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s/”，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s/”。)                                                                                         
     (8)、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9)、/ s /      (/s/)                                                                                               
             It says / s /.   (它读“/s/”。)                                                                                        
             Say / 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s/”，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s/”。)                                                                                       
     (10)、Socks begin with / s /.  (socks以发音 / s /开头。)                                                                                 
                / s / - socks. Socks begin with the sound / s /. 
               Note the / s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socks. 
            （/s/ - socks。socks以/ s/发音开头。注意单词socks的开头发音/s /。）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

     本课关键词：s、socks。

Lesson 6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t / (辅音/ t /)，teddy(玩具)
复习：/ m /  --  / s /,  monkey(猴子)，nose(鼻子)，orange(桔子) ，pizza(比萨) ，
              queen(女王)，rabbit(兔子)，socks(袜子)
课堂用语*： Point to / t /. Say / t /. (指向： / t /。念： / t /。) Draw the nose.
                       (画鼻子。) Teddy begin with ⋯. （玩具单词以什么开头。)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What begins with / t /. (什么单词以 / t / 开头。)
二、奖品

泰迪熊。如果小孩会读单词：teddy，就可以奖励小孩泰迪熊。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letter sound / t / and new word: teddy also review: / m / -- / s /, monkey, 
nose, orange, pizza, queen, rabbit, socks.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

将学会辅音： / t / 以及新词：玩具，同时还将复习：/ m / -- / s / 以及猴子、鼻子、

桔子、比萨、女王、兔子和袜子。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w /      (/kw/)                                                                                             
            Say / k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w/”，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queen          (女王)                                                                                          

             Say qu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女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queen.    (是的，它是女王。)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r /           (/r/)                                                                                       
             Say / r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r/”，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rabbit         (兔子)                                                                                        
             Say rabbi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rabbit.  (是的，这是一只兔子。)                                                                                       
   (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s /             (/s/)                                                                                         
             Say / 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s/”，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s/”。)                                                                                        
   (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ocks           (袜子)                                                                                        
             Say so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袜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ocks.  (是的，它们是袜子。)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t /       (/t/)                                                                                            
            It says / t /.     (它读“/t/”。)                                                                                    
    (2)、/ t /, / t /, / t /. Says / t /.      (/t/, /t/, /t/读 “/t/”。)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t/”。)                                                                                     
            / t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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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t/”。)                                                                                     
    (4)、Say / t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t/”，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t/”。)                                                                                    
    (5)、teddy   (玩具熊)                                                                                             
             Say teddy.   (读“玩具熊”。)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6)、teddy   (玩具熊)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7)、teddy    (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8)、/ t / - teddy. Teddy begins with the sound / t /. 
            Note the / t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teddy.
         （/t/ - teddy。teddy以/ t/发音开头。注意单词teddy的开头发音/t /。）
    (9)、/ t /     (/t/)                                                                                              
             Say / t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t/”，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t/”。)                                                                                       
    (10)、teddy    (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11)、/ t /, / t /, / t /;            (/ t /, / t /, / t /; )  
              teddy, teddy, teddy;         (玩具熊，玩具熊，玩具熊；)  
              / t /, / t /, / t /;            (/ t /, / t /, / t /; ) 
              teddy, teddy, teddy        (玩具熊，玩具熊，玩具熊；)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t /          (/t/)                                                                                       
            It says / t /.     (它读“/t/”。)                                                                                     

    (2)、Say / t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t/”，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t/”。)                                                                                     
4. Game: Hug a teddy （游戏：拥抱玩具熊）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p /             (/p/)                                                                                     
             / p /, / p /, / p /. Says / p /.       (/ p /, / p /, / p /读“/ p /”。)                                                              
             What begins with / p /?    (什么以发音/ p /开头？)                                                                           
             pizza       (比萨)                                                                                        
             Say pizz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比萨”，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pizza     (比萨)                                                                                             
             Yes, it says / p /.   (是的，它读“/p/”。)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w /      (/kw/)                                                                                          
             / kw /, / kw /, / kw /. Says / kw /.     (/ kw /, / kw /, / kw /读“/ kw/”。)                                                                 
             What begins with / kw /?   (什么以发音/ kw /开头？)                                                                           
             queen   (女王)                                                                                              
             Say qu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女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queen   (女王)                                                                                               
             Yes, it says / kw /.  (是的，它读“/kw/”。)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r /    (/r/)                                                                                             
             / r /, / r /, / r /. Says / r /.     (/ r /, / r /, / r /读“/ r/”。)                                                                         
             What begins with / r /?    (什么以发音/ r /开头？)                                                                              
             rabbit  (兔子)                                                                                                 
             Say rabbi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兔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rabbit   (兔子)                                                                                            
             Yes, it says / r /.   (是的，它读“/r/”。)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s /    (/s/)                                                                                            
             / s /, / s /, / s /. Says / s /.    (/ s /, / s /, / s /读“/ s/”。)                                                                    
             What begins with / s /?    (什么以发音/ s /开头？)                                                                            
             socks      (袜子)                                                                                            
             Say so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袜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socks   (袜子)                                                                                              
             It says / s /.   (它读“/s/”。)                                                                                       
    (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t /   (/t/)                                                                                              
             / t /, / t /, / t /. Says / t /.    (/ t /, /t /, / t /读“/ t/”。)                                                                     
             What begins with / t /?   (什么以发音/ t /开头？)                                                                              
             teddy     (玩具熊)                                                                                              
             Mine hugging a teddy.   (表演拥抱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teddy  (玩具熊)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t/”。)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letter t. Colour the teddies with t.  (描写字母 t。 给包含 t 玩具涂色。)

    (1)、/ t /    (/t/)                                                                                              
            It says / t /.     (它读“/t/”。)                                                                                    
    (2)、Say / t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读“/ t/”，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t/”。)                                                                                      
    (3)、Is it / t /?    (它是“/t/”吗？)                                                                                       
    (4)、yes      (是的)                                                                                              
            / t /       (/t/)                                                                                          
            / t /, / t /, / t /. Says / t /.     (/ t /, /t /, / t /读“/ t/”。)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t /          (/t/)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t/”。)                                                                                       
    (5)、/ t /         (/t/)                                                                                          
            It says / t /.     (它读“/t/”。)                                                                                  
            Point to / t /  (指向/t/。)                                                                                    
            Say / t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t/”，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t/”。)                                                                                     
    (6)、What begins with / t /?  (什么以发音/t/开头？)                                                                            
    (7)、teddy   (玩具熊)                                                                                             
            Point to the teddy.   (指向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teddy   (玩具熊)                                                                                                
            yes   (是的)                                                                                                  
    (8)、Colour all the teddies that contain the letter t. 
            (给包含字母 t的所有玩具熊涂色/上色。)                                                    
            Yes, they are teddies.    (是的，它们是玩具熊。)                                                                                   
            Good work.  (做得好。)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t /    (/t/)                                                                                               
            It says / t /.   (它读“/t/”。)                                                                                       
    (2)、Say / t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t/”，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t/”。)                                                                                       
9. Game: Run and match （游戏：跑然后匹配）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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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    (/s/)                                                                                               
             Say / 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s/”，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s/”。)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ocks     (袜子)                                                                                              
             Say so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袜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ocks.    (是的，它们是袜子。)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t /  (/t/)                                                                                                
             Say / t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t/”，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t/”。)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teddy        (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10. Activity: Finish the pattern. Then trace letter t. 

     (活动：完成模板。然后描写字母 t。)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3)、Start with the down line   (以下行线开始)                                                                         
             and trace the cross line from left to right.   (从左到右描摹交叉线。)                                                          
             Draw the cross shape in the picture to finish the pattern. 
            (画图片中的十字形来完成模板。)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t/”。)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teddy       (玩具熊)                                                                                             
             Say teddy.      (读“玩具熊”。)                                                                                         
             Colour the picture of the teddy.     (给玩具熊的图片涂色/上色。)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6)、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7)、/ t /   (/t/)                                                                                                
             Say / t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t/”，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t/”。)                                                                                    
    (8)、Teddy begins with⋯    (teddy以⋯⋯开头。)                                                                                 
    (9)、/ t /   (/t/)                                                                                              
             It says / t /.   (它读“/t/”。)                                                                                     
             Say / t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读“/ t/”，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t/”。)                                                                                        
    (10)、Teddy begins with / t /.    (teddy以发音/t/开头。)                                                                             
              / t / - teddy. Teddy begins with the sound / t /.
              Note the / t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teddy. 
           （/t/ - teddy。teddy以/ t/发音开头。注意单词teddy的开头发音/t /。）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t、

     teddy。

Lesson 7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 / and / v /（音标：/ ˄ / 和 / v / )，umbrella (伞)，vase(花瓶)
复习： / p / -- / t /，pizza(比萨) ，queen(女王)，rabbit(兔子)，socks(袜子) ，
            teddy(玩具)
课堂用语*： Point to / ˄ /.  Say / ˄ /. (指向音标 / ˄ /。念 / ˄ /。)  
                       Umbrella begins with / ˄ /. (伞的单词以 / ˄ / 开头。) Find / ˄ /. 
                    （找到/ ˄ /。）Look and stick. (看然后贴。)  
                       What is next? （下一个是什么？）

二、奖品

雨伞。如果小孩会读单词：umbrella，vase，就可以奖励小孩一把雨伞。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letter sound / ˄ / , / v / and new word: umbrella, vase and also review: /p / 
-- / t /, pizza, queen, orange, socks, teddy.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

你将学会音标： / ˄ /和/ v / 以及新单词：伞和花瓶，同时还将复习：/ p /  --  / t / 以
及比萨、女王、桔子、袜子和玩具。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m /   (/m/)                                                                                             
            monkey    (猴子)                                                                                           
            / n /      (/n/)                                                                                          
            nose    (鼻子)                                                                                             
            / o /     (/o/)                                                                                           
            orange    (桔子)                                                                                           

            / p /       (/p/)                                                                                         
            pizza     (比萨)                                                                                           
            / kw /    (/kw/)                                                                                          
            queen    (女王)                                                                                            
            / r /      (/r/)                                                                                          
            rabbit   (兔子)                                                                                           
            / s /      (/s/)                                                                                          
            socks    (袜子)                                                                                            
             / t /     (/t/)                                                                                           
            teddy    (玩具熊)                                                                                            
    (2)、It's song time!  复习：Unit 6，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The queen likes pizza.(歌曲：女王喜欢比萨。)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复习：Unit 6，Lesson 7，
            课文练习 4，Song: The queen likes pizzae.(歌曲：女王喜欢比萨。)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ʌ /       (/ʌ/)                                                                                           
            It says / ʌ /.      (它读“/ʌ/”。)                                                                                  
    (2)、/ ʌ /, / ʌ /, / ʌ /. Says / ʌ /.       (/ ʌ /, / ʌ /, / ʌ /读“/ ʌ /”。)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ʌ/”。)                                                                                       
    (3)、/ ʌ /   (/ʌ/)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ʌ/”。)                                                                                         
    (4)、Say / ʌ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ʌ/”，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ʌ/”。)                                                                                       
    (5)、umbrella      (伞)                                                                                           
            Say umbrella.     (读“伞”。)                                                                                       
            Yes, it is an umbrella.     (是的，这是一把伞。)                                                                                  
    (6)、umbrella    (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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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n umbrella.   (是的，这是一把伞。)                                                                                
    (7)、umbrella     (伞)                                                                                          
             Say umbrell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伞”，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n umbrella.     (是的，这是一把伞。)                                                                               
    (8)、/ ʌ / - umbrella. Umbrella begins with the sound / ʌ /. 
            Note the / ʌ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umbrella.（/ ʌ / - umbrella。
            umbrella以/ ʌ / 发音开头。注意单词umbrella的开头发音/ ʌ / 。）
    (9)、/ ʌ /      (/ʌ/)                                                                                                  
            Say / ʌ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ʌ/”，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ʌ/”。)                                                                                       
    (10)、umbrella    (伞)                                                                                            
               Say umbrell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伞”，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n umbrella.   (是的，这是一把伞。)                                                                                     
    (11)、/ ʌ /, / ʌ /, / ʌ /;                    (/ ʌ /, / ʌ /, / ʌ /; )
              umbrella, umbrella, umbrella;       (伞，伞，伞；)                                           
    (12)、/ v /             (/ v /)                                                                                    
              It says / v /.          (它读“/ v /”。)                                                                                
    (13)、/ v /, / v /, / v /. Says / v /.         (/ v /, / v /, / v /读“/ v /”。)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14)、/ v /        (/ v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15)、Say / v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v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16)、vase    (花瓶)                                                                                               
               Say vase.    (读“花瓶”。)                                                                                          
               Yes, it is a vase.    (是的，这是一个花瓶。)                                                                                      
    (17)、vase     (花瓶)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vase.   (是的，这是一个花瓶。)                                                                                      
    (18)、vase     (花瓶)                                                                                                 
               Say va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花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vase.  (是的，这是一个花瓶。)                                                                                       
    (19)、/ v / - vase. Vase begins with the sound / v /. 
              Note the / v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vase. 
           （/ v / - vase。vase以/ v / 发音开头。注意单词vase的开头发音/ v /。）
    (20)、/ v /     (/ v /)                                                                                              
              Say / v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v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21)、vase    (花瓶)                                                                                                  
               Say va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花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vase.   (是的，这是一个花瓶。)                                                                                      
    (22)、v /, / v /, / v /;         (v /, / v /, / v /;)                                                       
               vase, vase, vase;      (花瓶，花瓶，花瓶；)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ʌ /     (/ʌ/)                                                                                             
             It says / ʌ /.   (它读“/ʌ/”。)                                                                                       
    (2)、Say / ʌ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ʌ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ʌ/”。)                                                                                    
    (3)、/ v /     (/ v /)                                                                                              
            It says / v /.  (它读“/ v /”。)                                                                                     
    (4)、Say / v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 v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4. Song: My teddy has socks. （歌曲：我的玩具熊有一对袜子。）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m /      (/ m /)                                                                                          
             monkey      (猴子)                                                                                          
             / n /        (/ n /)                                                                                         
             nose      (鼻子)                                                                                            
             / o /      (/ o /)                                                                                          
             orange    (桔子)                                                                                            
             / p /       (/ p /)                                                                                          
             pizza       (比萨)                                                                                          
             / kw /        (/ kw /)                                                                                            
             queen         (女王)                                                                                            
             / r /          (/ r /)                                                                                           
             rabbit        (兔子)                                                                                            
             / s /           (/ s/)                                                                                          
             socks        (袜子)                                                                                             
             / t /          (/ t /)                                                                                           
             teddy          (玩具熊)                                                                                           
             / ʌ /           (/ ʌ /)                                                                                          
              umbrella       (伞)                                                                                       
             / v /          (/ v /)                                                                                         
             vase          (花瓶)                                                                                              
    (2)、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My teddy has socks.    (我的玩具熊有袜子。)  
             Socks, socks, socks.     (袜子，袜子，袜子。)  
             What a funny teddy!      (多么有趣的玩具熊！)  
             My teddy has socks.      (我的玩具熊有袜子。)  
             My teddy has an umbrella.  (我的玩具熊有伞。) 
             Umbrella, umbrella.        (伞，伞。) 
             What a funny teddy!        (多么有趣的玩具熊！)  
             My teddy has an umbrella.    (我的玩具熊有伞。) 
             My teddy has a vase.         (我的玩具熊有花瓶。) 

             Vase, vase, vase.            (花瓶，花瓶，花瓶。) 
             What a funny teddy!           (多么有趣的玩具熊！) 
             My teddy has a vase.            (我的玩具熊有花瓶。)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本课练习4，
             Song: My teddy has socks.（歌曲：我的泰迪熊有一对袜子。）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Find the letters. Look and stick.  (找到字母。看然后贴。)

    (1)、/ ʌ /           (/ ʌ /)                                                                                         
            It says / ʌ /.     (它读“/ ʌ /”。)                                                                                 
    (2)、Say / ʌ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读“ / ʌ /，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 ʌ /”。)                                                                                        
    (3)、/ v /    (/ v /)                                                                                            
            It says / v /.   (它读“/ v /”。)                                                                                      
    (4)、Say / v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读“/ v /，去前面，

            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6)、/ s /     (/ s /)                                                                                           
            Point to / s /.    (指向/ s /)                                                                                    
            Say / 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s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s/”。)                                                                                     
    (7)、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8)、/ s /    (/ s /)                                                                                               
            Find another / s /.     (找到另外的/ s /)                                                                                
            Say / 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s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 s/”。)                                                                                     
    (9)、What begins with / s /?       (什么以发音/ s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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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socks       (袜子)                                                                                           
              Point to the socks.   (指向袜子。)                                                                                 
              Say so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袜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ocks.    (是的，它们是袜子。)                                                                                      
    (1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2)、/ t /     (/ t /)                                                                                             
              Point to / t /   (指向/ t /)                                                                                      
              Say / t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t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 t /”。)                                                                                       
    (1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4)、/ t /      (/ t /)                                                                                              
              Find another / t /.    (找到另外的/ t /。)                                                                                  
              Say / t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t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 t /”。)                                                                                     
    (15)、What begins with / t /?    (什么以发音/ t /开头？)                                                                            
    (16)、teddy       (玩具熊)                                                                                           
              Point to the teddy.  (指向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teddy.    (是的，这是一个玩具熊。)                                                                                     
    (17)、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8)、/ ʌ /       (/ ʌ /)                                                                                         
              Point to  / ʌ /.         (指向/ ʌ /。)                                                                                 
              Say / ʌ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ʌ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 ʌ /”。)                                                                                        
    (19)、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20)、/ ʌ /       (/ ʌ /)                                                                                            
              Find another / u /.     (找到另外的/ u /。)                                                                                
              Say / ʌ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ʌ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 ʌ /”。)                                                                                      
    (21)、What begins with / ʌ /?    (什么以发音/ ʌ /开头？)                                                                             
    (22)、umbrella   (伞)                                                                                             
              Point to the umbrella.   (指向伞)                                                                               
              Say umbrell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伞”，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n umbrella.  (是的，这是一把伞。)                                                                                  
    (2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24)、/ v /     (/ v /)                                                                                           
              Point to / ʌ /.  (指向/ v /。)                                                                                   
              Say / v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v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2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26)、/ v /        (/ v /)                                                                                         
              Find another / v /.       (找到另外的/ v /。)                                                                            
              Say / v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v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27)、What begins with / v /?    (什么以发音/ v /开头？)                                                                              
    (28)、vase     (花瓶)                                                                                                
              Point to the vase.  (指向花瓶。)                                                                                     
              Say va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花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vase.    (是的，这是一个花瓶。)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复习：Unit 1，Lesson 3，课文每周之星。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9. Game: Memory （游戏：回忆）
    (0)、Is it / s /?       (它是/ s /吗？)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 s /”。)                                                                                         
     (1)、/ s /, / s /, / s /. Says / s /.     (/ s /, / s /, / s /读“/ s /”。)                                                                
            What begins with / s /?   (什么以发音/ s /开头？)                                                                          
            socks   (袜子)                                                                                              
            Say so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袜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 s /”。)                                                                                        
            Is it / t /?      (它是/ t/吗？)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 t /”。)                                                                                        
            / t /, / t /, / t /. Says / t /.     (/ t /, / t /, / t /读“/ t /”。)                                                                  
            What begins with / t /?    (什么以发音/t/开头？)                                                                                
             teddy    (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 t /”。)                                                                                        
    (2)、Is it / ʌ /?     (它是/ ʌ /吗？)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 ʌ /”。)                                                                                      
            / ʌ /, / ʌ /, / ʌ /. Says / ʌ /.     (/ ʌ /, / ʌ /, / ʌ /读“/ ʌ /”。)                                                                  
            What begins with / ʌ /?   (什么以发音/ʌ/开头？)                                                                                
            umbrella     (伞)                                                                                         
            Say umbrell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伞”，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 ʌ /”。)                                                                                       
    (3)、Is it / v /?     (它是/ v /吗？)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 v /, / v /, / v /. Says / v /.        (/ v /, / v /, / v /读“/ v /”。)                                                             
            What begins with / v /?      (什么以发音/v/开头？)                                                                            
            vase   (花瓶)                                                                                             
            Say va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花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10.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ʌ /     (/ ʌ /)                                                                                            

               It says / ʌ /.  (它读“/ ʌ /”。)                                                                                      
        (2)、Say / ʌ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ʌ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 ʌ /”。)                                                                                      
    (3)、/ v /     (/ v /)                                                                                             
            It says / v /.  (它读“/ v /”。)                                                                                    
    (4)、Say / v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v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11. Activity: Trace, then draw the next shape.  (活动：描，然后画一个图形。)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3)、What is next?       (下一个是什么？)                                                                                      
     (4)、/ ʌ /    (/ ʌ /)                                                                                             
             Say / ʌ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ʌ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 ʌ /”。)                                                                                       
     (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6)、umbrella         (伞)                                                                                       
              Say umbrell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伞”，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n umbrella.   (是的，这是一把伞。)                                                                                
     (7)、Umbrella begins with …?  (umbrella以……开头？)                                                                            
     (8)、/ ʌ /    (/ ʌ /)                                                                                              
             Say / ʌ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draw the shape in the space.   
             (读“/ ʌ /”，去前面，然后在空间中描绘它的形状。)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 ʌ /”。)                                                                                     
     (9)、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0)、/ ʌ /          (/ ʌ /)                                                                                           
               It says / ʌ /.     (它读“/ 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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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 ʌ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ʌ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 ʌ /”。)                                                                                    
    (11)、Umbrella begins with / ʌ /.   (umbrella以发音/ ʌ /开头。)                                                                         
               / ʌ / - umbrella. Umbrella begins with the sound / ʌ /. 
               Note the / ʌ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umbrella.  
            （/ ʌ / - umbrella。umbrella以/ ʌ / 发音开头。

              注意单词umbrella的开头发音/ ʌ / 。）
    (12)、What is next?   （下一个是什么）                                                                                    
    (13)、/ v /  (/ v /)                                                                                                
              Say / v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v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1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5)、vase     (花瓶)                                                                                             
              Say va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花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vase.   (是的，这是一个花瓶。)                                                                                       
    (16)、Vase begins with ⋯?     (vase以⋯⋯开头)                                                                               

    (17)、/ v /    (/ v /)                                                                                               
              Say / v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draw the shape in the space.   
              (读“/ v /”，去前面，然后在空间中画它的形状。)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18)、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9)、/ v /     (/ v /)                                                                                             
              It says / v /.    (它读“/ v /”。)                                                                                      
              Say / v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v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

             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20)、Vase begins with / v /.    (vase以发音/ v /开头。)                                                                             
              / v / - vase. Vase begins with the sound / v /. Note the / v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vase.（/ v / - vase。vase以/ v / 发音开头。注意单词vase的开头发音/  
              v /。）
12.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u, 

     umbrella；v, vase.

Lesson 8

一、本课摘要
复习：mum(妈妈)，dad(爸爸)，brother(兄弟)，sister(姐妹)，grandma(奶奶)，
            grandpa(爷爷)，/ s /，/ t /，/ ˄ /，/ v /，socks(袜子)，teddy(玩具熊)，
            umbrella(伞)，vase(花瓶) 
课堂用语*：What's this? (这是什么？)  Who's this? (这是谁？) This is my (mum).       

                      【这是我(妈妈) 。】 Is this your (brother)? 【它是你(兄弟)吗？】
                        This is Billy's family. (这是比丽的家庭。)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Vase begin with / v /. (花瓶以 / v / 开头。)  
二、奖品

照全家福。如果小孩会读：复习中任何单词，可以照一张全家福。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review: mum, dad, brother, sister, grandma, grandpa; / s /,  / t / , / ˄ /, / v / and 
socks, teddy, umbrella, vase.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复

习：妈妈, 爸爸, 兄弟, 姐妹, 奶奶, 爷爷；音标：/ s /,  / t / , / ˄ /, / v / 以及单词：袜

子，玩具熊、伞和花瓶。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m /       （/ m /）                                                                                        
            monkey       （猴子）                                                                                              
            / n /             （/ n /）                                                                                            
            nose         （鼻子）                                                                                                
            / o /             （/ o /）                                                                                            
            orange            （桔子）                                                                                            
            / p /             （/ p /）                                                                                            
            pizza              （比萨）                                                                                           
            / kw /              （/ kw /）                                                                                         
            queen               （女王）                                                                                          
            / r /                    （/ r /）                                                                                     
            rabbit                 （兔子）                                                                                       
            / s /                      （/ s /）                                                                                   
            socks                  （袜子）                                                                                       
            / t /                    （/ t/）                                                                                     
            teddy                  （玩具熊）                                                                                       
            / ʌ /                    （/ ʌ /）                                                                                     
            umbrella                 （伞）                                                                                     
            / v /                    （/ v /）                                                                          
            vase                    （花瓶）                                                                         

   (2)、It's song time! 复习：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My teddy has socks  （歌曲：我的玩具熊有袜子。）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Lesson 7，课文练习4。     
   (4)、It's song time! 复习：Unit 6，Lesson 2，课文练习4，
            Song: Family song（歌曲：家庭歌。） 
   (5)、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Unit 6，
            Lesson 2，课文练习4。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2)、mum     （妈妈）                                                                                             
           Say mum.     （读“妈妈”。）                                                                                        
           mum     （妈妈）                                                                                             
           yes       （是的）                                                                                           
           This is my mum.   （这是我的妈妈。）                                                                                   
    (3)、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4)、dad           （爸爸）                                                                                       
            Say dad.         （读“爸爸”。）                                                                                    
            Yes, this is my dad.   （是的，这是我爸爸。）                                                                                   
    (5)、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6)、brother         （兄弟）                                                                                     
            Say brother.     （读“兄弟”。）                                                                                    
            Yes, this is my brother.    （是的，这是我兄弟。）                                                                              
    (7)、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8)、sister        （姐妹）                                                                                      
            Say sister.      （读“姐妹”。）                                                                                     
            Yes, this is my sister.   （是的，这是我姐妹。）                                                                               
    (10)、brother    （兄弟）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brother.  （是的，这是我兄弟。）                                                                               
    (12)、mum    （妈妈）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mum.  （是的，这是我妈妈。）                                                                                       
    (14)、dad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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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dad.   （是的，这是我爸爸。）                                                                                    
    (16)、sister    （姐妹）                                                                                            
    (17)、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sister.  （是的，这是我姐妹。）                                                                                   
    (18)、brother  （兄弟）                                                                                              
    (19)、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brother.   （是的，这是我兄弟。）                                                                              
    (20)、mum   （妈妈）                                                                                              
    (21)、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mum.   （是的，这是我妈妈。）                                                                                   
    (22)、dad  （爸爸）                                                                                                
    (23)、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dad.   （是的，这是我爸爸。）                                                                                  
    (24)、sister  （姐妹）                                                                                            
    (25)、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sister.  （是的，这是我姐妹。）                                                                                
    (26)、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27)、grandma     （奶奶）                                                                                             
               Say grandma.   （读“奶奶”。）                                                                                          
               Yes, this is my grandma.  （是的，这是我奶奶。）                                                                                 
    (28)、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29)、grandpa   （爷爷）                                                                                           
               Say grandpa.  （读“爷爷”。）                                                                                        
               Yes, this is my grandpa.   （是的，这是我爷爷。）                                                                                 
    (31)、grandma（奶奶）                                                                                             
    (3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grandma. （是的，这是我奶奶。）                                                                                    
    (33)、grandpa  （爷爷）                                                                                            

    (3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grandpa.    （是的，这是我爷爷。）                                                                                
    (35)、grandma   （奶奶）                                                                                            
    (36)、Say grandm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奶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grandma.  （是的，这是我奶奶。）                                                                                     
    (37)、grandpa    （爷爷）                                                                                           
    (38)、Say grandp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爷爷”，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grandpa.  （是的，这是我爷爷。）                                                                                  
    (39)、Listen, point, and say.  （听，指和说。）                                                                          
              I'm Max. This is my family. （我是马克思。这是我的家庭。）

              This is my mum.          （这是我的妈妈。）

              This is my dad.           （这是我的爸爸。）

              This is my sister.          （这是我的姐妹。）

              This is my brother.        （这是我的兄弟。）

              This is my grandma.       （这是我的奶奶。）

              This is my grandpa.        （这是我的爷爷。）

3. Listen and trace the numbers.  （听然后描写数字。）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You need four stages of making the picture frame.   
          （制作相框你需要4个步骤。）                                                
    (2)、You colour the picture. （你给图片涂色/上色。）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3)、You stick on ⋯   （你粘上⋯⋯。）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4)、You cut out the picture.   （你剪下那张图片。）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5)、You stick on your photo.   （你粘上你的照片。）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6)、Trace the number one.  （描摹数字1。）                                                                               
    (7)、Trace the number two.    （描摹数字2。）                                                                           
    (8)、Trace the number three.    （描摹数字3。）                                                                         

    (9)、Trace the number four.         （描摹数字4。）                                                                     
4. Make a photo frame. （制作一个相框。）
    (1)、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2)、mum    （妈妈）                                                                                             
            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mum.    （是的，这是我妈妈。）                                                                                    
    (3)、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blue    （蓝色）                                                                                               
    (4)、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蓝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lue    （是的，蓝色）                                                                                                
    (5)、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6)、dad   （爸爸）                                                                                                   
            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dad.   （是的，这是我爸爸。）                                                                                     
    (7)、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8)、white   （白色）                                                                                            
             Say whit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白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white   （是的，白色。）                                                                                             
    (9)、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10)、brother     （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brother.   （是的，这是我兄弟。）                                                                              
    (11)、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2)、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yellow   （是的，黄色）                                                                                           
    (13)、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14)、sister   （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sister.   （是的，这是我姐妹。）                                                                                   
    (15)、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6)、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red   （是的，红色）                                                                                              
    (17)、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18)、grandma （奶奶）                                                                                             
              Say grandm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奶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grandma.  （是的，这是我奶奶。）                                                                                    
    (19)、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20)、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red （是的，红色）                                                                                                   
    (21)、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22)、grandpa   （爷爷）                                                                                           
              Say grandp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爷爷”，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grandpa.  （是的，这是我爷爷。）                                                                                   
    (23)、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24)、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yellow   （是的，黄色）                                                                                             
5. Show and tell. （展示然后讲述。）
    (1)、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2)、mum   （妈妈）                                                                                               
            Is this your dad?  （这是你爸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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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                                                                                              
              mum    （妈妈）                                                                                              
              This is my mum. （这是我妈妈。）                                                                                     
    (3)、Is this your mum?   （这是你妈妈吗？）                                                                                  
    (4)、yes  （是的）                                                                                                 
             mum   （妈妈）                                                                                               
             This is my mum.   （这是我妈妈。）                                                                                   
             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5)、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6)、blue   （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蓝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lue   （是的，蓝色）                                                                                                
    (7)、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8)、dad （爸爸）                                                                                                   
             Is this your brother?   （这是你兄弟吗？）                                                                               
             no.  （不是）                                                                                                 
             dad   （爸爸）                                                                                              
             This is my dad.          （这是我爸爸。）                                                                           
    (9)、Is this your dad?  （这是你爸爸吗？）                                                                                 
    (10)、yes （是的）                                                                                                
              dad   （爸爸）                                                                                              
             This is my dad.      （这是我爸爸。）                                                                                     
             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dad.   （是的，这是我爸爸。）                                                                                    
    (11)、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2)、white    （白色）                                                                                             
              Say whit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白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white   （是的，白色）                                                                                              
    (13)、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14)、brother      （兄弟）                                                                                        
               Is this your sister?   （这是你姐妹吗？）                                                                              
               no.    （不是）                                                                                              
               brother    （兄弟）                                                                                          
               This is my brother.   （这是我兄弟。）                                                                               
    (15)、Is this your brother?   （这是我兄弟吗？）                                                                               
    (16)、yes    （是的）                                                                                                
               brother  （兄弟）                                                                                              
               This is my brother.  （这是我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brother.  （是的，这是我兄弟。）                                                                               
    (17)、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18)、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yellow     （是的，黄色）                                                                                         
    (19)、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20)、sister    （姐妹）                                                                                              
              Is this your grandma?   （这是你奶奶吗？）                                                                               
              no.    （不是）                                                                                                 
              sister   （姐妹）                                                                                               
              This is my sister.   （这是我姐妹。）                                                                                   
    (21)、Is this your sister?     （这是你姐妹吗？）                                                                           
    (22)、yes  （是的）                                                                                               
              sister    （姐妹）                                                                                           
              This is my sister.  （这是我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sister.  （是的，这是我姐妹。）                                                                                
    (23)、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24)、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red  （是的，红色）                                                                                                
    (25)、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26)、grandma  （奶奶）                                                                                                
              Is this your grandpa?  （这是你爷爷吗？）                                                                             
              no.    （不是）                                                                                             
              grandma   （奶奶）                                                                                          
    (27)、This is my grandma.  （这是我奶奶。）                                                                               
              Is this your grandma?   （这是你奶奶吗？）                                                                            
    (28)、yes  （是的）                                                                                               
              grandma   （奶奶）                                                                                             
              This is my grandma.  （这是我奶奶。）                                                                                  
              Say grandm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奶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my grandma.  （是的，这是我奶奶。）                                                                                    
    (29)、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30)、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red    （是的，红色）                                                                                                 
    (31)、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32)、grandpa    （爷爷）                                                                                           
              Is this your mum?     （这是你妈妈吗？）                                                                               
              no.  （不是 ）                                                                                                
              grandpa   （爷爷）                                                                                          
              This is my grandpa.    （这是我爷爷。）                                                                               
    (33)、Is this your grandpa?    （这是你爷爷吗？                                                                           
    (34)、Yes, this is my grandpa.    （是的，这是我爷爷。）                                                                                
              Say grandp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爷爷”，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35)、What colour? （什么颜色？）                                                                                      
    (36)、yellow     （黄色）                                                                                         
              Say yell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黄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yellow   （是的，黄色）                                                                                             
6.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7. Game: Match the letters and pictures  (游戏：匹配字母与图片)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s /           （/ s /）                                                                                     
             It says / s /.       （它读“/ s /”。）                                                                                 
             / s /, / s /, / s /. Says / s /.      (/ s /, / s /, / s /读“/ s /”。)                                                              
             What begins with / s /?    （什么以发音/ s /开头？）                                                                            
             socks         （袜子）                                                                                        
             They are socks.  （它们是袜子。）                                                                                   
             Say socks.    （读“袜子”。）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letter s and move to / s /. 
             (找到一个以字母s开头的单词，移到 /s/。)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 s /”。）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t /     （/ t /）                                                                                           
             It says / t /.  （它读“/ t /”。）                                                                                     
             / t /, / t /, / t /. Says / t /.    (/t/, / t /, / t /读“/ t /”。)                                                                    
             What begins with / t /?   （什么以发音/ t /开头？）                                                                          
             teddy  （玩具熊）                                                                                             
             It is a teddy.   （这是一个玩具熊。）                                                                                   
             Say teddy.    （读“玩具熊”。）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letter t and move to / t /. 
             (找到一个以字母t开头的单词，移到 /t/。)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 t /”。）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ʌ /      （/ ʌ /）                                                                                         
             It says / ʌ /.     （它读“/ ʌ /”。）                                                                                  
             / ʌ /, / ʌ /, / ʌ /. Says / ʌ /.  (/ ʌ /,/ ʌ /, / ʌ /读“/ ʌ /”。)                                                                   
             What begins with / ʌ /?    （什么以发音/ʌ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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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brella      （伞）                                                                                      
             It is an umbrella. （这是一把伞。）                                                                                
             Say umbrella.   （读“伞”。）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letter u and move to / ʌ /.   
             (找到一个以字母u开头的单词，移到 /ʌ/。)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 ʌ /”。）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v /      （/ v /）                                                                                          
             It says / v /.   （它读“/ v /”。）                                                                                     
             / v /, / v /, / v /. Says / v /.     (/ v /, / v /, / v /读“/ v /”。)                                                                 
             What begins with / v /?     （什么以发音/ v /开头？）                                                                       
             vase   （花瓶）                                                                                              
             It is a vase.     （这是一个花瓶。）                                                                                    
             Say vase.       （读“花瓶”。）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letter v and move to / v /.   
             (找到一个以字母u开头的单词，移到 /ʌ/。)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8、Musical words （音乐词汇）
    (0)、Where's mum?   （妈妈在哪儿？）                                                                                         
             mum             （妈妈）                                                                                        
             Say mu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妈妈”，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mum.    （是的，妈妈）                                                                                             
    (1)、Where's dad?     （爸爸在哪儿？）                                                                                     
             dad                （爸爸）                                                                                 
             Say d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爸爸”，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dad       （是的，爸爸）                                                                                             
    (2)、Where's brother?   （兄弟在哪儿？）                                                                                 
             brother             （兄弟）                                                                                
             Say broth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兄弟”，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rother.       （是的，兄弟。）                                                                                      

    (3)、Where's sister?  （姐妹在哪儿？）                                                                                  
             sister             （姐妹）                                                                                 
             Say sist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姐妹”，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sister               （姐妹）                                                                                
    (4)、Where's grandma?     （奶奶在哪儿？）                                                                               
             grandma            （奶奶）                                                                                 
             Say grandm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奶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ma     （是的，奶奶）                                                                                        
    (5)、Where's grandpa?   （爷爷在哪儿？）                                                                                 
             grandpa            （爷爷）                                                                                 
             Say grandp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爷爷”，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andpa    （是的，爷爷）                                                                                          
9. Review(复习)

    本课文为本单元最后一课，课文将复习本单元所学的全部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

    深红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巩固所学的知识。

Unit 8 My body （第八单元   我的身体）

Lesson 1

一、单元目标：第八单元结束，小孩将能够：
• 认识并会念这七个身体部位的名称：手，头，腿，鼻子，眼睛，手指，嘴

• 理解并能叙述一个简单的故事：这些是我的手？

• 欣赏一首有关食物的歌并通过小鼓和沙铃进行音乐伴奏

• 认识小写字母w, x , y和z 以及与之对应的音标：/ w /, / ks /, / j /, / z /
• 认识四个以/ w /, / ks /, / j /, / z /为首音标的单词：窗，盒子，酸奶，斑马

• 增强数到数字 10 的自信心，并认识数字1 - 10
• 进一步开发视觉识别技能，包括：一幅图片缺什么

• 理解制作笑脸集的顺序

• 理解附加的课堂用语。

二、本课摘要
新词汇：hands(手) ， head(头)， legs(腿)
复习词汇：fingers(手指)， mum(妈妈)， dad(爸爸)， brother (兄弟)， sister (姐妹) ，
                    grandma (奶奶)， grandpa (爷爷) 
课堂用语：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Is it his (hands)？【它是他的（手）吗？】

                     Point to his (hands). 【指向他的（手）。】 Look and match. （看然后找

                     到。）Whose (hands) ?【谁的(手) ？】 
三、奖品：
帽子。如果小孩会读单词：hands ， head， legs，就可以奖励小孩一顶帽子。

四、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use the following new word: hands, head, legs. Review: fingers, mum, dad, 
brother, sister, grandma; grandpas.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

会如下新单词：手，头，腿。复习：手指，妈妈，爸爸，兄弟，姐妹，奶奶；爷

爷。

五、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 Lesson 1, 五。
六、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It's song time! 
            复习：Unit 7，Lesson 2，课文练习 4，Song: Family song （歌曲：家庭歌。）

    (2)、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 Unit 7，Lesson 2，课文练习 4，Song: Family song 
           （歌曲：家庭歌。）                                  
2. Listen and repeat. （跟读。）
    (1)、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2)、head    （头）                                                                                            
            Say head.   （读“头”。）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3)、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4)、hands     （手）                                                                                          
            Say hands.  （读“手”。）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5)、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6)、legs    （腿）                                                                                              
            Say legs.  （读“腿”。）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8)、legs   （腿）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10)、head     （头）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12)、hands  （手）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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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hand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legs     （腿）                                                                                           
             Point to your legs.   （指向你的腿。）                                                                              
             Is it his head?       （这是他的头吗？）                                                                              
             no.        （不是。）                                                                                         
             They are legs.    （它们是腿。）                                                                                  
             Are they his legs?    （它们是他的腿吗？）                                                                              
             yes         （是的）                                                                                        
             They are legs.  （它们是腿。）                                                                                      
             legs         （腿）                                                                                         
             Say le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腿”，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Match.   (匹配。)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看屏幕上的图片。）                                                               
             Lucy and Jojo are playing a ball together.   （露西和优优正在一起打球。）                                                        
    (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3)、hands          （手）                                                                                      
             Point to the hands  （指向手）                                                                                
             Say hand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4)、Whose hands? Lucy's? Jojo's? （谁的手？露西的？优优的？）                                                                          
    (5)、Lucy  （露西）                                                                                                 
             Point to Lucy.   （指向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是的，她是露西。）                                                                                         

     (6)、Match    （匹配）                                                                                              
              Draw a line to match Lucy's hands with the picture of Lucy.  
            （画一条线让露西的手与露西的照片相匹配。）                                          
              Yes, she is Lucy.  （是的，她是露西。）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7)、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8)、hands        （手）                                                                                          
              Point to the hands   （指向手）                                                                               
              Say hand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9)、Whose hands? Lucy's? Jojo's? （谁的手？露西的？优优的？）                                                                                  
     (10)、Jojo   （优优）                                                                                                        
                Point to Jojo.  （指向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是的，它是优优。）                                                                                          
     (11)、Match   （匹配）                                                                                            
               Draw a line to match Jojo's hands with the picture of Jojo.  
             （画一条线让优优的手与优优的照片相匹配。）                                        
               Yes, it is Jojo. （是的，它是优优。）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1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13)、legs       （腿）                                                                                         
                Point to the legs  （指向腿）                                                                                  
                Say le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腿”，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14)、Whose legs? Lucy's? Jojo's?  （谁的腿？露西的？优优的？）                                                                         
     (15)、Lucy    （露西）                                                                                            
                Point to Lucy.   （指向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14)、legs   （腿）                                                                                               
    (15)、Say le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腿”，去前面，  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16)、head  （头）                                                                                               
    (17)、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18)、hands   （手）                                                                                             
    (19)、Say hand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3. Chant: Hands, hands, hands  （朗诵：手，手，手）
    (1)、Chant: Hands, hands, hands（朗诵：手，手，手）

             Hands, hands, hands      (手，手，手)  
             Clap, clap, clap.         (鼓掌，鼓掌，鼓掌)
             Head, head, head         (头，头，头)  
             Tap, tap, tap.            (敲头，敲头，敲头)
             Legs, legs, legs          (腿， 腿， 腿)  
             Slap, slap, slap.         (敲腿，敲腿，敲腿)
             repeat x 1 (重复一遍)
    (3)、legs    （腿）                                                                                            
    (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5)、head    （头）                                                                                             
    (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7)、hands  （手）                                                                                             
    (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9)、legs  （腿）                                                                                              
    (10)、Say le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腿”，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11)、head   （头）                                                                                             
    (12)、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13)、hands   （手）                                                                                             
    (14)、Say hand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4. Game: Help Jojo （游戏：帮助优优）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head（头）                                                                                          
             Point to your head.   （指向你的头。）                                                                              
             Are they his hands?   （它们是他的手吗？）                                                                              
             no.   （不是。）                                                                                              
             It is a head.  （它是头。）                                                                                        
             Is it his head?    （这是他的头吗？）                                                                                  
             yes     （是的）                                                                                             
             It is a head.    （它是头。）                                                                                   
             head    （头）                                                                                            
             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1)、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hands   （手）                                                                                            
             Point to your hands. （指向你的手。）                                                                               
             Are they his legs?   （它们是他的腿吗？）                                                                               
             no.     （不是。）                                                                                            
             They are hands.   （它们是手。）                                                                                  
             Are they his hands?  （它们是他的手吗？）                                                                               
             yes             （是的）                                                                                    
             They are hands.     （它们是手。）                                                                                
             hands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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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hands    （手）                                                                                            
             Say hand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legs    （腿）                                                                                            
             Say le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腿”，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finger    （手指）                                                                                          
             Say fin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指”，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finger.  （是的，它是手指。）                                                                                    
9. Game：Run （游戏：跑）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head     （头）                                                                                            
             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1)、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hands   （手）                                                                                             
             Say hand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legs    （腿）                                                                                            
             Say le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腿”，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finger   （手指）                                                                                            
             Say fin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指”，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finger.  （是的，它是手指。）                                                                                     
10. Activity: Trace and say head, legs, hand. （活动：描然后念：头，腿和手。）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3)、legs       （腿）                                                                                           
               Say le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腿”，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4)、Trace the lines.   （描线。）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to complete the pictures.  （描摹虚线来完成图片。）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5)、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6)、hands   （手）                                                                                            
               Say hand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7)、Trace the lines.    （描线。）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to complete the pictures. 
              （描摹虚线来完成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9)、head    （头）                                                                                               
               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10)、Trace the lines.    （描线。）                                                                                  
                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to complete the pictures.   （描摹虚线来完成图片。）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教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

     hand, head, legs.（手，头、腿）。

               Yes, she is Lucy.  （是的，她是露西。）                                                                                         
     (16)、Match     （匹配）                                                                                             
               Draw a line to match Lucy's legs with the picture of Lucy.  
             （画一条线让露西的腿与露西的照片相匹配。）                                        
               Yes, she is Lucy.    （是的，她是露西。）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17)、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legs          （腿）                                                                                         
               Point to the legs   （指向腿）                                                                                 
               Say le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腿”，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19)、Whose legs? Lucy's? Jojo's?   （谁的腿？露西的？优优的？）                                                                         
     (20)、Jojo   （优优）                                                                                                
               Point to Jojo.   （指向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是的，它是优优。）                                                                                         
     (21)、Match   （匹配）                                                                                              
                Draw a line to match Jojo's legs with the picture of Jojo. 
              （画一条线让优优的腿与优优的照片相匹配。）                                       
               Yes, it is Jojo.   （是的，它是优优。）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2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3)、head         （头）                                                                                         
               Point to the head    （指向头）                                                                                 
               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24)、Whose head? Lucy's? Jojo's?    （谁的头？露西的？优优的？）                                                                        
     (25)、Jojo  （优优）                                                                                              
                Point to Jojo.  （指向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是的，它是优优。）                                                                                      
     (26)、Match  （匹配）                                                                                             
                Draw a line to match Jojo's head with the picture of Jojo.  
              （画一条线让优优的头与优优的照片相匹配。）                                        
                Yes, it is Jojo.   （是的，它是优优。）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2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8)、head       （头）                                                                                         
                Point to the head    （指向头）                                                                                  
                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29)、Whose head? Lucy's? Jojo's?    （谁的头？露西的？优优的？）                                                                      
     (30)、Lucy   （露西）                                                                                              
                Point to Lucy.  （指向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是的，她是露西。）                                                                                        
     (31)、Match   （匹配）                                                                                              
               Draw a line to match Lucy's head with the picture of Lucy. 
             （画一条线让露西的头与露西的照片相匹配。）                                        
                Yes, she is Lucy.   （是的，她是露西。）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Good work.    （做得好。）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Pass the cards （游戏：传卡片）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head      （头）                                                                                          
             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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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s the mouth.   （是的，它是嘴。）                                                                                  
    (10)、nose  （鼻子）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nose. （是的，它是鼻子。）                                                                                      
     (12)、eyes  （眼睛）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yes.  （是的，它们是眼睛。）                                                                                     
     (14)、mouth   （嘴）                                                                                              
     (15)、Say mout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mouth.   （是的，它是嘴。）                                                                                      
     (16)、nose  （鼻子）                                                                                              
     (17)、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nose.   （是的，它是鼻子。）                                                                                    
     (18)、eyes   （眼睛）                                                                                              
     (19)、Say ey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眼睛”，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yes.   （是的，它们是眼睛。）                                                                                    
3. Game: Jojo says⋯ （游戏：优优说⋯⋯）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nose     （鼻子）                                                                                             
             Point to your nose.   （指向你的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nose.   （是的，它是鼻子。）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outh   （嘴）                                                                                              
             Point to your mouth.    （指向你的“嘴”。）                                                                              
             Say mout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mouth.    （是的，它是嘴。）                                                                                    
    (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eyes      （眼睛）                                                                                              
             Point to your eyes.   （指向你的“眼睛”。）                                                                               
             Say ey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眼睛”，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yes.   （是的，它们是眼睛。）                                                                                  
4. Song: Body song （歌曲：身体歌）
    (1)、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These are my eyes.        (这些是我的眼睛。) 
             My eyes, eyes, eyes.       (我的眼睛，眼睛，眼睛。)
             This is my nose.          (这是我的鼻子。)
             My nose, nose, nose.      (我的鼻子，鼻子，鼻子。)

             This is my mouth.         (这是我的嘴。)
             My mouth, mouth, mouth.   (我的嘴，嘴，嘴。)
             This is my mouth.          (这是我的嘴。)
             My mouth, mouth, mouth.   (我的嘴，嘴，嘴。)

             These are my legs.         (这些是我的腿。) 
             My legs, legs, legs.        (我的腿，腿，腿。)
             These are my hands.       (这些是我的手。) 
             My hands, hands, hands.    (我的手，手，手。)

             This is my head.         (这是我的头。)
             My head, head, head.      (我的头，头，头。)
             This is my head.          (这是我的头。)
             My head, head, head.      (我的头，头，头。)
     (2)、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上述 (1)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Match and stick.  (找到后贴。)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2)、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3)、Tom   （汤姆）                                                                                              

Lesson 2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nose (鼻子)，eyes (眼睛)，mouth (嘴)
复习：head (头)， hands (手)， legs (腿)， finger(手指)
课堂用语：Point to your (nose). 【指向你的（鼻子）。】This is my (mouse). 【这是

                   我的（嘴）。】 Who's this? (这是谁？ )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Is it a (nose)? 【它是（鼻子）吗？】 What is 
                   missing?（缺什么？）

二、奖品

太阳镜。如果小孩会读单词：nose，eyes，mouth，奖励小孩一幅太阳镜。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following new word: nose, eyes, mouth. Review: head, hands, legs, 
finger.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如下新单词：鼻子，眼

睛，嘴。并复习：头、手、腿、手指。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Chant: Hands, hands, hands  
            复习：Lesson 1，课文练习 3，Chant: Hands, hands, hands  （朗诵：手，手，手）

    (3)、legs  （腿）                                                                                              
    (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5)、head       （头）                                                                                           
    (6)、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7)、hands    （手）                                                                                            

    (8)、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9)、legs   （腿）                                                                                             
    (10)、Say le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腿”，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11)、head   （头）                                                                                             
    (12)、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13)、hands  （手）                                                                                               
    (14)、Say hand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2. Listen and repeat. （跟读。）
    (1)、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2)、nose   （鼻子）                                                                                               
            Say nose.  （读“鼻子”。）                                                                                         
            Yes, it's the nose.   （是的，它是鼻子。）                                                                                    
    (3)、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4)、eyes    （眼睛）                                                                                             
            Say eyes.    （读“眼睛”。）                                                                                        
            Yes, they are eyes.   （是的，它们是眼睛。）                                                                                       
    (5)、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6)、mouth    （嘴）                                                                                           
            Say mouth.    （读“嘴”。）                                                                                      
            Yes, it's the mouth.  （是的，它是嘴。）                                                                                     
    (8)、mouth   （嘴）                                                                                             
    (9)、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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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fin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指”，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finger.  （是的，它是手指。）                                                                                     
9. Game：What is missing? （游戏：缺什么？）
    (0)、nose  （鼻子）                                                                                                
             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nose     （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nose. （是的，它是鼻子。）                                                                                        
    (1)、eyes   （眼睛）                                                                                                
             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eyes  （眼睛）                                                                                              
             Say ey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眼睛”，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yes.   （是的，它们是眼睛。）                                                                                    
    (2)、mouth  （嘴）                                                                                               
             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mouth   （嘴）                                                                                                
             Say mout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mouth. （是的，它是嘴。）                                                                                     
    (3)、finger    （手指）                                                                                           
             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finger    （手指）                                                                                           
             Say fin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指”，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finger. （是的，它是手指。）                                                                                    
10. Activity: What's missing? Draw the missing body part. 

   （活动：缺什么？绘出身体缺失部位。）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2)、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3)、Jojo   （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是的，它是优优。）                                                                                     
     (4)、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5)、eyes     （眼睛）                                                                                           
             Say ey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眼睛”，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yes.  （是的，它们是眼睛。）                                                                                   
      (6)、Trace the eye to complete the picture.  （描摹眼睛来完成这幅图片。）                                                            
              Yes, they are eyes.   （是的，它们是眼睛。）                                                                                  
              Good work.  （做得好。）                                                                                        
      (7)、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8)、Lucy    （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she is Lucy.  （是的，她是露西。）                                                                                      
      (9)、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10)、mouth    （嘴）                                                                                           
                Say mout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mouth.  （是的，它是嘴。）                                                                                      
      (11)、Trace the mouth to complete the picture.  （描摹嘴来完成这幅图片。）                                                           
                Yes, it's the mouth.  （是的，它是嘴。）                                                                                   
                Good work.   （做得好。）                                                                                       
      (12)、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13)、Tom    （汤姆）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是的，他是汤姆。）                                                                                         
      (14)、What is missing? （缺什么？）                                                                                    
      (15)、nose   （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nose.  （是的，它是鼻子。）                                                                                     
      (16)、Trace the nose to complete the picture.  （描摹鼻子来完成这幅图片。）                                                             
                 Yes, it's the nose.  （是的，它是鼻子。）                                                                                      
                 Good work. （做得好。）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色、
      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nose、eyes、
      mouth。

             Say Tom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汤姆，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he is Tom.   （是的，他是汤姆。）                                                                                       
     (4)、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5)、eyes   （眼睛）                                                                                             
             Show me the eyes.  （给我看看眼睛。）                                                                                 
             Is it a nose?   （它是鼻子吗？）                                                                                    
             no.    （不是。）                                                                                             
             eyes    （眼睛）                                                                                             
             They are eyes.  （它们是眼睛。）                                                                                    
     (6)、Are they eyes?     （它们是眼睛吗？）                                                                                  
     (7)、yes   （是的）                                                                                               
             They are eyes. （它们是眼睛。）                                                                                    
             Point to your eyes.  （指向你的眼睛。）                                                                               
             Say ey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眼睛”，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yes.   （是的，它们是眼睛。）                                                                                     
     (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9)、nose    （鼻子）                                                                                               
             Show me the nose.    （给我看看鼻子。）                                                                                 
             Is it a mouth?   （它是嘴吗？）                                                                                   
             no.   （不是。）                                                                                              
             nose     （鼻子）                                                                                            
             It's the nose.  （它是鼻子。）                                                                                      
     (10)、Is it a nose?     （它是鼻子吗？）                                                                                    
     (11)、yes     （是的）                                                                                              
             It's the nose.     （它是鼻子。）                                                                                   
             Point to your nose.  （指向你的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nose.  （是的，它是鼻子。）                                                                                         
     (1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3)、mouth   （嘴）                                                                                             

             Show me the mouth.  （给我看看嘴。）                                                                                 
             Are they eyes?  （它们是眼睛吗？）                                                                                    
             no. （不是。）                                                                                                
             mouth    （嘴）                                                                                           
             It's the mouth.   （它是嘴。）                                                                                   
     (14)、Is it a mouth?   （它是嘴吗？）                                                                                   
     (15)、yes       （是的）                                                                                          
               It's the mouth.   （它是嘴。）                                                                                     
               Point to your mouth.  （指向你的嘴。）                                                                                
               Say mout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mouth.   （是的，它是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Memory  (游戏：回忆 )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nose   （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nose.   （是的，它是鼻子。）                                                                                    
    (1)、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eyes （眼睛）                                                                                               
             Say ey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眼睛”，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yes.  （是的，它们是眼睛。）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outh    （嘴）                                                                                             
             Say mout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mouth.   （是的，它是嘴。）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finger   （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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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to her legs.  （指向她的腿。）                                                                                 
              Say le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腿”，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14)、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15)、Jojo      （优优）                                                                                           
              Point to Jojo.   （指向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是的，它是优优。）                                                                                       
    (16)、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17)、hands      （手）                                                                                          
              Point to his hands.    （指向他的手。）                                                                               
              Say hand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1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9)、head    （头）                                                                                              
              Point to his head.    （指向他的头。）                                                                              
              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2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1)、nose   （鼻子）                                                                                              
              Point to his nose.    （指向他的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nose.     （是的，它是鼻子。）                                                                                   
    (2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23)、legs  （腿）                                                                                               
              Point to his legs.   （指向他的腿。）                                                                                 
              Say le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腿”，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3. Story: These are my hands.  （故事：这些是我的手。）
    (1)、It's story time. （现在是讲故事时间。）                                                                                     
    (2)、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correct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正确的图片。）                                               
            1.
            LUCY: Jojo. These are my hands.           （露西：优优。这些是我的手。） 
            JOJO: My hands. My hands.                （优优：我的手。我的手。）

            2.
            LUCY: This is my head.                    （露西：这是我的头。） 
            JOJO: My head. My head.                 （优优：我的头。我的头。）

            3.
            LUCY: This is my nose.                （露西：这是我的鼻子。） 
            JOJO: Ow! My nose.                   （优优：喔！ 我的鼻子。）

            4.
            LUCY: These are my legs. Stand up, Jojo.  
         （露西：这些是我的脚。起立，优优。）

            JOJO: My legs.                          （优优：我的腿。）

            LUCY: Well down.                       （露西：很好。）

4. Listen and act. （听然后表演。）
    (1)、LUCY: Jojo. These are my hands.  （露西：优优。这些是我的手。）

            JOJO: My hands. My hands.    （优优：我的手。我的手。）                                     
    (2)、Hold up hands, miming handstand.   （举起手，表演倒立。）                                                                   
    (3)、LUCY: This is my head.   （露西：这是我的头。） 
            JOJO: My head. My head.  （优优：我的头。我的头。）                                                  
    (4)、Point to head, miming headstand. （指向头，表演倒立。）                                                                   
    (5)、LUCY: This is my nose.   （露西：这是我的鼻子。）

            JOJO: Ow! My nose.   （优优：喔！ 我的鼻子。）

             LUCY: Oh Jojo.         （露西：哦 优优。）                               
    (6)、Point to nose, miming falling over.  （指向鼻子，表演绊倒。）                                                                
    (7)、LUCY: These are my legs. Stand up, Jojo. 
           （露西：这些是我的腿。起立，优优。）

            JOJO: My legs.  （优优：我的腿。）

Lesson 3

一、本课摘要
复习：hands(手) ， head(头)， legs(腿)， eyes(眼睛)，mouth(嘴)，nose(鼻子) ,       
            finger(手指)
课堂用语 * ：Where's Robbie?（Robbie在哪？） Yes. There he is. (是。他在那。)
                        Point to her (hands). 【指向她的(手)。】 Point to Jojo's (hands).      
                      【指向优优的(手)。】It's story time.（现在是讲故事时间。） 
                       Where's (Jojo) 【(优优)在哪？】  Point to your (eyes). 【指向你的

                        (眼睛)。】
二、奖品

玩具机器人。如果小孩会读单词：复习中单词，奖励小孩玩具机器人。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lesson, you will be 
review: hands, head, legs, eyes, mouth, nose.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

束，你将复习：手，头，腿，眼睛，嘴，鼻子。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It's song time! 复习：Lesson 2，课文练习4，Song: Body song
    (2)、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Lesson 2，课文练习4，Song: Body song
2. Listen and point. （听然后认。）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3)、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去画一条线或一个圆将兔子圈起来。）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Good work.    （做得好。）                                                                                       
    (4)、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5)、Lucy   （露西）                                                                                              
            Point to Lucy.  （指向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6)、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7)、hands     （手）                                                                                           
            Point to her hands.  （指向她的手。）                                                                                
            Say hand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9)、head  （头）                                                                                               
            Point to her head.    （指向她的头。）                                                                                
            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1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1)、nose  （鼻子）                                                                                               
              Point to her nose.   （指向她的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nose. （是的，它是鼻子。）                                                                                      
    (1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13)、legs     （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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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Point to nose, miming falling over.   （指向鼻子，表演绊倒。）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correct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正确的图片。）                                               
    (22)、LUCY: These are my legs. Stand up, Jojo. 
             （露西：这些是我的腿。起立，优优。）

                JOJO: My legs.  （优优：我的腿。）

                LUCY: Well done.  （露西：很好。）                       
    (23)、Stand up straight and rub sore nose.  （站直然后擦疼痛的鼻子。）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correct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正确的图片。）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复习：Unit 1，Lesson 3，课文每周之星。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9. Game: Jojo says  (游戏：优优说)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head        （头）                                                                                          
             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1)、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hands    （手）                                                                                             
             Say hand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legs    （腿）                                                                                             
             Say le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腿”，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nose   （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nose.  （是的，它是鼻子。）                                                                                    
    (4)、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eyes   （眼睛）                                                                                             
             Say ey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眼睛”，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yes.   （是的，它们是眼睛。）                                                                                   
    (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outh    （嘴）                                                                                           
             Say mout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mouth.  （是的，它是嘴。）                                                                                   
10. Game：Pass the ball  （游戏：传球）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head    （头）                                                                                            
             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1)、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hands   （手）                                                                                              
             Say hand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legs    （腿）                                                                                           
             Say le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腿”，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finger   （手指）                                                                                            
             Say finge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LUCY: Well done.   （露西：很好。）                      
    (8)、Stand up straight and rub sore nose. （站直然后擦疼痛的鼻子。）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Find and match. （找和匹配。）
    (2)、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3)、Where's Robbie?    （Robbie在哪儿？）                                                                                 
            Go to the front to draw a line or circle around the rabbit. 
            (去前面去画一条线或一个圆将兔子圈起来。）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Good work.     （做得好。）                                                                                     
    (4)、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5)、Lucy       （露西）                                                                                         
            Point to Lucy.    （指向露西。）                                                                                  
            Say Luc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露西，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there he is! （是的，他在那儿！）                                                                                       
    (6)、Who's this, Jojo?    （优优，这是谁？）                                                                                   
    (7)、Jojo           （优优）                                                                                         
            Point to Jojo.      （指向优优。）                                                                                    
            Say Joj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说优优，然后去前面，指出图片。）                                            
            Yes, it is Jojo.   （是的，它是优优。）                                                                                      
    (8)、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9)、hands         （手）                                                                                      
            Point to her hands.     （指向她的手。）                                                                               
            Point to his hands.    （指向他的手。）                                                                                
            Say hand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1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1)、head   （头）                                                                                              
              Point to her head.   （指向她的头。）                                                                               
             Point to his head.     （指向他的头。）                                                                             
             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1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3)、nose   （鼻子）                                                                                             
              Point to her nose.  （指向她的鼻子。）                                                                                    
              Point to his nose.  （指向他的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nose.   （是的，它是鼻子。）                                                                                    
    (14)、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15)、legs      （腿）                                                                                            
              Point to her legs.  （指向她的腿。）                                                                                 
              Point to his legs.    （指向他的腿。）                                                                                  
              Say le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腿”，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16)、LUCY: Jojo. These are my hands. （露西：优优，这些是我的手。）

              JOJO: My hands. My hands.  （优优：我的手。我的手。）                                         
    (17)、Hold up hands, miming handstand.   （举起手，表演倒立。）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correct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正确的图片。）                                              
    (18)、LUCY: This is my head. （露西：这是我的头。）

              JOJO: My head. My head.  （优优：我的头。我的头。）                                                    
    (19)、Point to head, miming headstand.   （指向头，表演倒立。）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correct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正确的图片。）                                                    
    (20)、LUCY: This is my nose. （露西：这是我的鼻子。） 
               JOJO: Ow! My nose.  （优优：喔！ 我的鼻子。）

               LUCY: Oh Jojo.   （露西：哦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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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4

一、本课摘要
新单词：sausages(香肠)
复习： number 1 - 10  (数字 1 - 10)，eggs (鸡蛋) 
课堂用语*： What number is it?  (它是数字几？) How many (eggs)? 【多少(鸡蛋) ？】 
                       Point to number (8). 【指向数字(8)。】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

                       时间。）What number is missing?  (缺数字几？) Count. (数数。)  
二、奖品：
香肠。如果小孩会读单词：sausages，就可以奖励小孩香肠。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use the following new word: sausages and review：number 1 - 10 and eggs. 也
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后，你将会使用新单词：香肠并复习：数字 1 – 10  
以及单词：鸡蛋。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It's song time! 复习： Lesson 2，课文练习 4，
            Song: Body song（歌曲：身体歌） 
    (2)、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Song: Body song （歌曲：身体歌） 
2. Clap the number. （击掌数数。）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2)、one  （歌曲：身体歌）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one.   (是的，这是数字1。)                                                                                     

    (3)、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4)、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2”，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这是数字2。)                                                                                    
   (5)、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6)、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3”，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这是数字3。)                                                                                
   (7)、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8)、four   (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4”，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这是数字4。)                                                                                  
   (9)、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0)、five   (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5”，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这是数字5。)                                                                                  
   (1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2)、six    (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13)、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4)、seven  (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读“手指”，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finger.   （是的，它是手指。）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nose     （鼻子）                                                                                            
             Point to your nose.  （指向你的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nose.   （是的，它是鼻子。）                                                                                     
    (5)、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mouth    （嘴）                                                                                           
             Point to your mouth.  （指向你的嘴。）                                                                              
             Say mout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the mouth.  （是的，它是嘴。）                                                                                    
    (6)、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eyes   （眼睛）                                                                                              
             Point to your eyes.  （指向你的眼睛。）                                                                               
             Say ey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眼睛”，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yes.   （是的，它们是眼睛。）                                                                                    
11. Activity: Finish the pattern. （活动：完成样板。）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2)、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3)、legs     （腿）                                                                                            
             Say leg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腿”，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4)、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to form the shapes. （描摹虚线来形成形状。）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they are legs.   （是的，它们是腿。）                                                                                    
     (5)、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6)、hands    （手）                                                                                             
             Say hand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手”，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7)、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to form the shapes.  （描摹虚线来形成形状。）                                                   
             Yes, they are hands.  （是的，它们是手。）                                                                                     
     (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9)、head （头）                                                                                               
             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10)、Trace over the dotted lines to form the shapes.   （描摹虚线来形成形状。）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it is a head.    （是的，它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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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6)、seven  (7)                                                                                               
            Point to seven.   (指向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7)、seven    (7)                                                                                              
            Draw number seven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8)、seven    (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even with your finger.               
          （读“7”，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9)、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0)、eight    (8)                                                                                               
              Point to eight.   (指向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11)、eight   (8)                                                                                            
              Draw number 8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8。)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12)、eight     (8)                                                                                             
              Say 8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eight with your finger.  
            （读“8”，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8。）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13)、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4)、nine    (9)                                                                                              
              Point to nine.    (指向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15)、nine   (9)                                                                                               

              Draw number 9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9。)                                                                         
              It's number nine.      (这是数字9。)                                                                                 
   (16)、nine   (9)                                                                                               
              Say 9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nine with your finger. 
           （读“9”，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9。）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17)、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8)、ten     (10)                                                                                                
              point to ten.      (指向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19)、ten   (10)                                                                                                
              Draw number 10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10。)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20)、ten     (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en with your finger. 
           （读“10”，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0。）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21)、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Six fat sausages in a pan.     (六根香肠在锅里。)  
              Hear them POP. Hear them BANG.   (听到它们的啪啪声，听到它们跺脚声。)  
              Put one more sausage in the pan.     (增加一根香肠到锅里。) 

              Seven fat sausages in a pan.     (七根香肠在锅里。)  
              Hear them POP. Hear them BANG.   (听到它们的啪啪声，听到它们跺脚声。)  
              Put one more sausage in the pan.      (增加一根香肠到锅里。) 

              Eight fat sausages in a pan.       (八根香肠在锅里。)  
              Hear them POP. Hear them BANG. (听到它们的啪啪声，听到它们跺脚声。)  
              Put one more sausage in the pan.      (增加一根香肠到锅里。) 

              Nine fat sausages in a pan.           (九根香肠在锅里。)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15)、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6)、eight    (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17)、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8)、nine    (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19)、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20)、ten   (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21)、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22)、six   (6)                                                                                                
             Point to six.    (指向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23)、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24)、seven    (7)                                                                                            
             Point to seven.   (指向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25)、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26)、eight   (8)                                                                                               

             Point to eight.  (指向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27)、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28)、nine    (9)                                                                                                
             Point to nine.    (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29)、listen   (听)                                                                                            
             How many claps?    (多少掌声？)                                                                                     
   (30)、ten   (10)                                                                                                
             point to ten.      (指向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3. Song: Six fat sausages in a pan （歌曲：平底锅有6跟肥香肠）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2)、six     (6)                                                                                               
            Point to six.    (指向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3)、six     (6)                                                                                               
            Number six. Move your finger to trace the number six. 
            (数字6。移动你的手指来描摹数字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4)、six    (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ix with your finger.  
          （读“6”，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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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number nine    (画一个圆圈出数字9。)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5)、How many eggs?   (多少个鸡蛋？)                                                                                    
    (6)、seven    (7)                                                                                             
             Point to the eggs.  (指向鸡蛋。)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7)、seven   (7)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2,3,4,5,6,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8)、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number seven    (画一个圆圈出数字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9)、How many eggs?    (多少个鸡蛋？)                                                                                     
    (10)、six   (6)                                                                                                
               Point to the eggs.  (指向鸡蛋。)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11)、six  (6)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1,2,3,4,5,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12)、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number six     (画一个圆圈出数字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13)、How many sausages?    (多少根香肠？)                                                                                   
    (14)、ten   (10)                                                                                                 
               Point to the sausages   (指向香肠)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15)、ten     (10)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1,2,3,4,5,6,7,8,9,10。)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16)、Draw a circle around the number ten    (画一个圆圈出数字10。)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Game: Number run （游戏：数字跑酷）
    (0)、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six   (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seven   (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2)、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eight   (8)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3)、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nine  (9)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Hear them POP. Hear them BANG.  (听到它们的啪啪声，听到它们跺脚声。)  
              Put one more sausage in the pan.      (增加一根香肠到锅里。) 

              Ten fat sausages in a pan.     (十根香肠在锅里。)  
              Hear them POP. Hear them BANG.  (听到它们的啪啪声，听到它们跺脚声。)  
              Let's eat the sausages in the pan!    (让我们吃掉锅里的香肠！) 
              Yum, yum!                        (美味，美味！)
    (22)、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上述 (21)
4. What number is missing? （缺数字几?）

    (0)、six     (6)                                                                                                
             What number is missing?    (缺数字几？)                                                                             
             six   (6)                                                                                                 
             Say six.  (读“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1)、seven   (7)                                                                                              
             What number is missing?   (缺数字几？)                                                                             
             seven    (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2)、eight  (8)                                                                                              
             What number is missing?    (缺数字几？)                                                                               
             eight  (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3)、nine   (9)                                                                                                
             What number is missing?    (缺数字几？)                                                                           
             nine    (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4)、ten   (10)                                                                                                 
             What number is missing?  (缺数字几？)                                                                                
             ten     (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Count, then circle the number.  (数数，然后在数字周围画圈。)

    (1)、How many sausages?   (多少根香肠？)                                                                                   
    (2)、nine  (9)                                                                                                
             Point to the sausages   (指向香肠)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3)、nine      (9)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1,2,3,4,5,6,7,8,9。)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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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they are chairs.  (是的，它们是椅子。)                                                                                    
    (6)、seven chairs   (7把椅子)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2,3,4,5,6,7。)                                                            
             Yes, they are chairs.   (是的，它们是椅子。)                                                                                    
    (7)、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8)、seven   (7)                                                                                               
             Point to seven.   (指向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它是数字7。)                                                                                
    (9)、Trace over number seven.    (描摹数字7。)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它是数字7。)                                                                                
    (1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1)、book   (书)                                                                                             
             Point to the book.   (指向书。)                                                                                 
             Say book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书”，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book.   (是的，它是一本书。)                                                                                     
    (12)、How many books?   (多少本书？)                                                                                   
    (13)、ten   (10)                                                                                               
             ten books  (10本书)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ooks.  (是的，它们是书。)                                                                                    
    (14)、ten books   (10本书)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1,2,3,4,5,6,7,8,9,10。)                                          
              Yes, they are books.   (是的，它们是书。)                                                                                       
    (15)、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6)、ten   (10)                                                                                               
              point to ten.    (指向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它是数字10。)                                                                                    
             Trace over number ten.    (描摹数字10。)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它是数字10。)                                                                                  
    (18)、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9)、pencil  (铅笔)                                                                                             
              Point to the pencil.   (指向铅笔。)                                                                              
              Say pencil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铅笔”，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pencil.  (是的，它是一只铅笔。)                                                                                    
    (20)、How many pencils?  (多少只铅笔？)                                                                                 
    (21)、eight  (8)                                                                                              
              eight pencils  (8只铅笔)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pencils.   (是的，它们是铅笔。)                                                                                    
   (22)、eight pencils   (8只铅笔)                                                                                       
             Count.   (数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2,3,4,5,6,7,8。)                                                     
             Yes, they are pencils.     (是的，它们是铅笔。)                                                                                  
   (23)、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24)、eight  (8)                                                                                               
             Point to eight.    (指向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它是数字8。)                                                                                   
   (25)、Trace over number 8.    (描摹数字8。)                                                                                
             Good work.     (做得好。)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它是数字8。)

    (4)、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ten  (10)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9. Counting practice. （数数练习。）
    (0)、How many circles?  (多少个圆？)                                                                                   
             six circles    (6个圆)                                                                                        
             Yes, they are six circles.   (是的，它们是6个圆。)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six circles   (6个圆)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1,2,3,4,5,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ix circles.   (是的，它们是6个圆。)                                                                                
    (1)、How many triangles?   (多少个三角形？)                                                                                  
             seven triangles   (7个三角形)                                                                                     
             Yes, they are seven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7个三角形。)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seven triangles    (7个三角形)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2,3,4,5,6,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seven triangles.  (是的，它们是7个三角形。)                                                                           
    (2)、How many cars?  (多少辆汽车？)                                                                                      
             eight cars    (8辆汽车)                                                                                          
             Yes, they are eight cars.    (是的，它们是8辆汽车。)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eight cars     (8辆汽车)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2,3,4,5,6,7,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eight cars.   (是的，它们是8辆汽车。)                                                                               
    (3)、How many teddies?    (多少个玩具熊？)                                                                                 
             nine teddies     (9个玩具熊)                                                                                      
             Yes, they are nine teddies.    (是的，它们是9个玩具熊。)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nine teddies    (9个玩具熊)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1,2,3,4,5,6,7,8,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nine teddies.    (是的，它们是9个玩具熊。)                                                                              
    (4)、How many fingers?     (多少个手指？)                                                                                  
             ten fingers       (10个手指)                                                                                         
             Yes, they are ten fingers.   (是的，它们是10个手指。)                                                                               
             Let's count.  (让我们数数。)                                                                                       
             ten fingers    (10个手指)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1,2,3,4,5,6,7,8,9,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ten fingers.    (是的，它们是10个手指。)                                                                               
10. Activity: Count and trace the correct number. 

    （活动：数数然后描写正确数字。）
    (1)、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chair      (椅子)                                                                                             
             Point to the chair.   (指向椅子。)                                                                                 
             Say chai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椅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chair.    (是的，它是一把椅子。)                                                                                    
    (4)、How many chairs?   (多少把椅子？)                                                                                   
    (5)、seven  (7)                                                                                               
             seven chairs  (7把椅子)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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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window   (窗子)                                                                                             
            Say window.   (读“窗子”。)                                                                                       
            Yes, it is a window.   (是的，它是扇窗子。)                                                                                   
   (6)、window    (窗子)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window.    (是的，它是扇窗子。)                                                                                    
   (7)、window   (窗子)                                                                                              
            Say wind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窗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window.  (是的，它是扇窗子。)                                                                                       
   (8)、/ w / - window. Window begins with the sound / w /. Note the / w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window. （/ w / - window。window以/ w / 发音开头。注意

           单词window的开头发音/ w / 。）
   (9)、/ w /  (/ w /)                                                                                                
            Say / 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w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 w /”。)                                                                                       
   (10)、window    (窗子)                                                                                              
            Say wind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窗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window.  (是的，它是扇窗子。)                                                                                      
   (11)、/ w /, / w /, / w /;      (/ w /, / w /, / w /; )      
            window, window, window;    (窗子，窗子，窗子；) 
            / w /, / w /, / w /;     (/ w /, / w /, / w /; ) 
            window, window, window     (窗子，窗子，窗子；)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w /  (/ w /)                                                                                               
            It says / w /.   (它读“/ w /”。)                                                                                      
    (2)、Say / 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w /”，去前面，然后用你

            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It says / w /.   (它读“/ w /”。)                                                                                       
4. Game: Point to the window （游戏： 指向窗子）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s /        （/ s /）                                                                                         
            / s /, / s /, / s /. Says / s /.   (/ s /, / s /, / s /读“/ s /”。)                                                                   
            What begins with / s /?   （什么以发音/ s /开头？）                                                                          
            socks       （袜子）                                                                                          
            Say so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袜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 s /”。）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t /     （/ t /）                                                                                           
            / t /, / t /, / t /. Says / t /.    (/t/, / t /, / t /读“/ t /”。)                                                                   
            What begins with / t /?   （什么以发音/ t /开头？）                                                                          
            teddy     （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 t /”。）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ʌ /                 （/ ʌ /）                                                                              
            / ʌ /, / ʌ /, / ʌ /. Says / ʌ /.    (/ ʌ /,/ ʌ /, / ʌ /读“/ ʌ /”。)                                                                 
            What begins with / ʌ /?      （什么以发音/ʌ /开头？）                                                                        
            umbrella       （伞）                                                                                       
            Say umbrell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伞”，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 ʌ /”。）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v /       （/ v /）                                                                                         
            / v /, / v /, / v /. Says / v /.     (/ v /, / v /, / v /读“/ v /”。)                                                                  
            What begins with / v /?      （什么以发音/ v /开头？）                                                                        
            vase     （花瓶）                                                                                           
            Say va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花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Lesson 5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w / (辅音：/ w /)，window (窗子)
复习：/ p / -  / v /，pizza(比萨) ，queen(女王)，rabbit(兔子)，socks(袜子) ，teddy(玩
           具) ，umbrella(伞)，vase(花瓶)
课堂用语*： Stand up! (起立！) Silence!(安静!)  Point to the window. (指向窗子。)       
                       Point to /w /. Say / w /. (指向： / w /。念： / w /。)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What begins with / w /? （什么单词以 / w / 开头？）

二、奖品：
望远镜。如果小孩会读单词：window，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望远镜。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letter sound / w / and new word: window also review: / p / -- / v / ,  pizza, 
queen, rabbit, socks, teddy, umbrella, vase.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

你将学会辅音：/ w / 以及新单词：窗子，同时还将复习：/ p /  -- / v / , 以及比萨、

女王、兔子、袜子、玩具、伞和花瓶。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 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m /        （/ m /）                                                                                           
            monkey  （猴子）                                                                                            
            / n /         （/ n /）                                                                                             
            nose        （鼻子）                                                                                            
            / o /         （/ o /）                                                                                           
            orange    （桔子）                                                                                         
            / p /         （/ p /）                                                                                         

            pizza       （比萨）                                                                                         
            / kw /       （/ kw /）                                                                                      
            queen          （女王）                                                                                        
            / r /              （/ r /）                                                                                       
            rabbit          （兔子）                                                                                     
            / s /             （/ s /）                                                                                     
            socks          （袜子）                                                                                         
            / t /              （/ t/）                                                                                      
            teddy          （玩具熊）                                                                                     
            / ʌ /            （/ ʌ/）                                                                                     
            umbrella     （伞）                                                                                   
            / v /             （/ v /）                                                                                      
            vase            （花瓶）                                                                                    
    (2)、It's song time! 复习：Unit 7，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Song: My teddy has socks （歌曲：我的玩具熊有袜子。）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Unit 7，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My teddy has socks（歌曲：我的玩具熊有袜子。）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w /     (/ w /)                                                                                            
            It says / w /.     (它读“/ w /”。)                                                                                   
    (2)、/ w /, / w /,/ w /. Says / w /.      (/ w /, / w /,/ w /读“/ w /”。)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 w /”。)                                                                                       
    (3)、/ w /   (/ w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 w /”。)                                                                                      
    (4)、Say / 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w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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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brella         （伞）                                                                                     
            It is an umbrella.   （这是一把伞。）                                                                                 
            Say umbrella.   （读“伞”。）                                                                                      
            Umbrella begins with ⋯?   （umbrella以⋯⋯开头。）                                                                            
            / ʌ /      （/ ʌ /）                                                                                           
            It says / ʌ /.   （它读“/ ʌ /”。）                                                                                    
            Say / ʌ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ʌ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 ʌ /”。）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vase   （花瓶）                                                                                              
            It is a vase.    （这是一个花瓶。）                                                                                   
            Say vase.     （读“花瓶”。）                                                                                       
            Vase begins with ⋯?   （vase以⋯⋯开头。）                                                                               
            / v /     （/ v /）                                                                                           
            It says / v /.    （它读“/ v /”。）                                                                                   
            Say / v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v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window       （窗子）                                                                                        
            It is a window.    （这是扇窗子。）                                                                                  
            Say window.     （读“窗子”。）                                                                                    
            What does window begin with?  （window以什么发音开头？）                                                                      
            / w /            （/ w /）                                                                                    
            It says / w /.     （它读“/ w /”。）                                                                                 
            Say / 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w/”，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 w /”。）                                                                                   
10. Activity: Finish the pattern. Trace and say w⋯ window. 

   （活动：完成模板。描写，说w⋯⋯窗户）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3)、Practise the alternating up and down diagonals used to form letter w.  

          （练习使用上升和下降轮换的斜线来形成字母w。）                               
            Trace, then draw the w shapes to finish the pattern.  
          （描摹，然后画出w形状来完成模板。）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 w /”。）                                                                                      
    (4)、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5)、window   （窗子）                                                                                            
            Say wind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窗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window.  （是的，它是扇窗子。）                                                                                   
    (6)、What does window begin with?  （window以什么发音开头？）                                                                      
    (7)、/ w /     （/ w /）                                                                                           
            It says / w /.   （它读“/ w /”。）                                                                                     
            Say / 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w/”，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 w /”。）                                                                                     
    (8)、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9)、/ w /   （/ w /）                                                                                               
            Say / 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w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

            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 w /”。）                                                                                      
    (10)、Window begins with / w /.  （window以发音/ w /开头。）                                                                         
               / w / - window. Window begins with the sound / w /. Note the / w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window. （/ w / - window。window以/ w / 发音开头。注

              意单词window的开头发音/ w / 。）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w、

     window。

            / w /     (/ w /)                                                                                             
            / w /, / w /,/ w /. Says / w /.     (/ w /, / w /, / w /读“/ w /”。)                                                                   
            What begins with / w /?   （什么以发音/ w /开头？）                                                                           
            window      （窗子）                                                                                         
            Say wind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窗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w/”。）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letter w. Colour the window with w.  

    (描写：/ w /。给带有 w窗子涂色。)

    (1)、/ w /    (/ w /)                                                                                              
            It says / w /.   （它读“/ w /”。）                                                                                      
            Say / 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w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

           方向书写。)
    (2)、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 w /”。）                                                                                     
    (3)、/ w /   (/ w /)                                                                                               
            Point to / w /.    (指向/ w /。)                                                                                    
            Say / 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w/”，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 w /”。）                                                                                     
    (4)、What begins with / w /?  （什么以发音/ w /开头？）                                                                            
    (5)、window    （窗子）                                                                                           
            Point to the window.  （指向窗子。）                                                                               
            Say wind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窗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6)、Colour the windows in the picture that contain the letter w.  
          （给图片中包含字母w的窗子涂色/上色。）                                      
            Yes, they are windows. （是的，它们是窗子。）                                                                                  
            Good work.   （做得好。）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w /   (/ w /)                                                                                              
            It says / w /.  （它读“/ w /”。）                                                                                      
            Say / 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 w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

            的方向书写。)
    (2)、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 w /”。）                                                                                     
9. Game：Picture match （游戏：匹配图片）
    (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socks        （袜子）                                                                                       
            They are socks.   （它们是袜子。）                                                                                   
            Say socks.     （读“袜子”。）                                                                                     
            What do socks begin with?  （socks以什么开头？）                                                                         
            / s /     （/ s /）                                                                                           
            It says / s /.    （它读“/ s /”。）                                                                                   
            Say / 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s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 s /”。）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teddy       （玩具熊）                                                                                         
            It is a teddy.   （它是一个玩具熊。）                                                                                    
            Say teddy.       （读“玩具熊”。）                                                                                   
            Teddy begins with⋯   （teddy以⋯⋯开头。）                                                                               
            / t /         （/ t /）                                                                                        
            It says / t /.    （它读“/ t /”。）                                                                                   
            Say / t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t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 t /”。）                                                                                     
    (2)、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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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ox.  (是的，它是一个盒子。)                                                                                          

   (7)、box    (盒子)                                                                                                

           Say bo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盒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ox.  (是的，它是一个盒子。)                                                                                          

   (8)、/ ks / - box. Box ends with the sound / ks /. Note the / ks / sound at the end of word 

            box. 

         （/ ks / - box。box以/ ks / 发音结尾。注意单词box的结尾发音/ ks / 。）        

   (9)、/ ks /   (/ ks /)                                                                                              

           Say / k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s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s /.    (是的，它读“/ ks /”。)                                                                                 

   (10)、box   (盒子)                                                                                                 

           Say bo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盒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ox.   (是的，它是一个盒子。)                                                                                           

   (11)、/ ks /, / ks /, / ks /;       (/ ks /, / ks /, / ks /;)                   

            box, box, box;       (盒子，盒子，盒子；)  

            / ks /, / ks /, / ks /;       (/ ks /, / ks /, / ks /;)  

            box, box, box          (盒子，盒子，盒子)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ks /      (/ ks /)                                                                                          

            It says / ks /.   (它读“/ ks /”。)                                                                                     

   (2)、Say / k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ks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

            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ks /.    (是的，它读“/ ks /”。)                                                                                      
4. Game: Pass the cards （游戏：传递卡片）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s /      （/ s /）                                                                                           

            / s /, / s /, / s /. Says / s /.    (/ s /, / s /, / s /读“/ s /”。)                                                                 

            What has the letter ...?    (什么有字母⋯⋯？)                                                                         

            socks       （袜子）                                                                                        

            Say sock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袜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s /.    （是的，它读“/ s /”。）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t /     （/ t /）                                                                                          

            / t /, / t /, / t /. Says / t /.     (/t/, / t /, / t /读“/ t /”。)                                                                   

            What has the letter ...?   (什么有字母⋯⋯？)                                                                            

            teddy             （玩具熊）                                                                                   

            Mime hugging a teddy.   （表演拥抱玩具熊。）                                                                             

            Say teddy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玩具熊”，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t /.  （是的，它读“/ t /”。）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ʌ /  （/ ʌ /）                                                                                               

            / ʌ /, / ʌ /, / ʌ /. Says / ʌ /.     (/ ʌ /,/ ʌ /, / ʌ /读“/ ʌ /”。)                                                                  

            What has the letter ...?  (什么有字母⋯⋯？)                                                                            

            umbrella     （伞）                                                                                        

            Say umbrell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伞”，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ʌ /.  （是的，它读“/ ʌ /”。）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v /   （/ v /）                                                                                             

            / v /, / v /, / v /. Says / v /.    (/ v /, / v /, / v /读“/ v /”。)                                                                     

           What has the letter ...?   (什么有字母⋯⋯？)                                                                             

           vase    （花瓶）                                                                                            

            Say va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花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Lesson 6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ks / (辅音/ ks /)，box(盒子)
复习：/ s /  --  / w /，socks(袜子) ，teddy(玩具) ，umbrella(伞)，vase(花瓶), window(窗子)
课堂用语*： Point to / ks /. Say / ks /. (指向： / ks /。念： / ks /。) 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二、奖品：
小丑。如果小孩会读单词：box，就可以奖励小孩一个小丑玩具。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letter sound / ks / and new word: box also review: / s / -- / w /, socks, 

teddy, umbrella, vase, window.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辅

音： / ks / 以及新词：盒子，同时还将复习：/ s / -- / w / 以及袜子、玩具、伞、花

瓶和窗子。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p /  （/ p /）                                                                                               

           pizza      （比萨）                                                                                               

           / kw /     （/ kw /）                                                                                           

           queen     （女王）                                                                                          

           / r /         （/ r /）                                                                                       

           rabbit      （兔子）                                                                                         

           / s /         （/ s /）                                                                                        

           socks      （袜子）                                                                                         

           / t /           （/ t/）                                                                                       

           teddy       （玩具熊）                                                                                       

           / ʌ /            （/ ʌ /）                                                                                    

           umbrella        （伞）                                                                                      

           / v /            （/ v /）                                                                                    

           vase             （花瓶）                                                                                     

           / w /              （/w /）                                                                                 

           window             （窗子）                                                                                   

    (2)、It's song time! 复习： Unit 7，Lesson 7，

            课文练习4，Song: My teddy has socks.  （歌曲：我的玩具熊有袜子。）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 Unit 7，Lesson 7，课文练习4，

             Song: My teddy has socks. （歌曲：我的玩具熊有袜子。）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ks /         (/ ks /)                                                                                        

           It says / ks /.      (它读“/ ks /”。)                                                                                 

   (2)、/ ks /, / ks /, / ks /. Says / ks /.     (/ ks /, / ks/,/ ks /读“/ ks /”。)                                                               

           Yes, it says / ks /.      (是的，它读“/ ks /”。)                                                                                  

   (3)、/ ks /    (/ ks /)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s /.  (是的，它读“/ ks /”。)                                                                                     

   (4)、Say / k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s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s /.    (是的，它读“/ ks /”。)                                                                                    

   (5)、box    (盒子)                                                                                                

           Say box.     (读“盒子”。)                                                                                        

           Yes, it's a box.    (是的，它是一个盒子。)                                                                                      

   (6)、box    (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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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 says / ks /.   (是的，它读“/ ks /”。)                                                                                     
9. Game: Letter run （游戏：字母跑）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w /   (/ w /)                                                                                                

            Say / 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w /”，去前面，

           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w/”。）                                                                                       

   (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window       (窗子)                                                                                          

            Say wind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窗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window.  （是的，它是扇窗子。）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s /        (/ ks /)                                                                                         

            Say / k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s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s /.     (是的，它读“/ ks /”。)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box     (盒子)                                                                                               

            Say bo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盒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ox.   (是的，它是一个盒子。)                                                                                        
10. Activity: Colour the boxes with letter x. What letter do they make?

      (活动：给包含 x 字母盒子涂色。它们组成什么字母？)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3)、Only colour the boxes that contain letter x.  

           (只给包含字母x的盒子涂色/上色。)                                                      

            Yes, they are letter x.    (是的，它们是字母x。)                                                                                

            Yes, they are boxes.     (是的，它们是盒子。)                                                                                  

   (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5)、/ ks /     (/ ks /)                                                                                           

            Say / k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s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letter x.  (是的，它们是字母x。)                                                                                   

   (6)、What has the letter ...?   (什么有字母⋯⋯？)                                                                            

   (7)、box    (盒子)                                                                                                 

            Say bo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盒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y are boxes.   (是的，它们是盒子。)                                                                                     

   (8)、Box ends with / ks /.    (box以发音/ ks /结尾。)                                                                              

            / ks / - box. Box ends with the sound / ks /. Note the / ks / sound at the end of  word            

             box.  （/ ks / - box。box以/ ks / 发音结尾。注意单词box的结尾发音/ ks / 。）        
11.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本课关键词：x、

     box。

            Yes, it says / v /.  （是的，它读“/ v /”。）                                                                                      

   (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w /     (/ w /)                                                                                            

            / w /, / w /,/ w /. Says / w /.    (/ w /, / w /, / w /读“/ w /”。)                                                                     

            What has the letter ...?     (什么有字母⋯⋯？)                                                                           

            window      (窗子)                                                                                            

            Say wind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窗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w/”。）                                                                                    

   (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s /        (/ ks /)                                                                                         

            / ks /, / ks /, / ks /. Says / ks /.    (/ ks /, / ks/,/ ks /读“/ ks /”。)                                                               

            What has the letter ...?     (什么有字母⋯⋯？)                                                                           

            box    (盒子)                                                                                                 

            Say bo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盒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s /.   (是的，它读“/ ks /”。)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Trace the letter x. Trace to complete the jack-in-the-box.  

     (描写字母 x。 描写完小丑盒。)

   (1)、/ ks /       (/ ks /)                                                                                          

            It says / ks /.     (它读“/ ks /”。)                                                                                   

   (2)、Say / k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ks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

            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ks /.   (是的，它读“/ ks /”。)                                                                                     

   (3)、Is it / ks /?     (它是/ ks /吗？)                                                                                     

   (4)、yes    (是的)                                                                                                

            / ks /    (/ ks /)                                                                                            

            / ks /, / ks /, / ks /. Says / ks /.    (/ ks /, / ks/,/ ks /读“/ ks /”。)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s /     (/ ks /)                                                                                             

            Yes, it says / ks /.    (是的，它读“/ ks /”。)                                                                                          

   (5)、/ ks /     (/ ks /)                                                                                            

            It says / ks /.   (它读“/ ks /”。)                                                                                      

            Point to / ks /.    (指向/ ks /。)                                                                                    

            Say / k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s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s /.  (是的，它读“/ ks /”。)                                                                                    

   (6)、What has the letter ...?   (什么有字母⋯⋯？)                                                                                

   (7)、box     (盒子)                                                                                                

            Point to the box.    (指向盒子)                                                                                   

            Say bo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盒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ox.   (是的，它是一个盒子。)                                                                                                 

   (8)、Trace the x letter shapes to attach the puppet to the box and form the jack-in-the-

            box toy.         

            Yes, they are letter x.  (是的，它们是字母x。)                                                                                  

            Good work.   (做得好。)                                                                                         

            It's sticker time. (现在是贴五角星时间。)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8.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ks /      (/ ks /)                                                                                             

            It says / ks /.     (它读“/ ks /”。)                                                                                   

   (2)、Say / k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ks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

             的方向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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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s an yogurt.   (是的，它是酸奶。)                                                                                   
   (8)、/ j / - yogurt. Yogurt begins with the sound / j /. Note the / j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yogurt.（/ j / - yogurt。yogurt以/ j / 发音开头。注意单词

           yogurt的开头发音/j / 。）
   (9)、/ j /     (/ j /)                                                                                              
           Say / j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j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j /.    (是的，它读“/ j /”。)                                                                                      
   (10)、yogurt  (酸奶)                                                                                             
           Say yogu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酸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n yogurt.    (是的，它是酸奶。)                                                                                   
   (11)、/ j /, / j /, / j /;                         (/ j /, / j /, / j /;) 
           yogurt, yogurt, yogurt;            (酸奶，酸奶，酸奶；)  
           / j /, / j /, / j /;                            (/ j /, / j /, / j /;)
           yogurt, yogurt, yogurt              (酸奶，酸奶，酸奶) 
   (12)、/ z /              (/ z /)                                                                                    
            It says / z /.        (它读“/ z /”。)                                                                                  
   (13)、/ z /, / z /, / z /. Says / z /.     (/ z /, / z/,/ z /读“/ z /”。)                                                                   
             Yes, it says / z /.   （是的，它读“/z/”。）                                                                                    
   (14)、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z /.       （是的，它读“/z/”。）                                                                                   
   (15)、Say / z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z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it says / z /.   （是的，它读“/z/”。）                                                                                   
   (16)、zebra   （斑马）                                                                                            
              Say zebra.   （读“斑马”。）                                                                                        
              Yes, it's a zebra.   （是的，它是一只斑马。）                                                                                     
   (17)、zebra   （斑马）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zebra.     （是的，它是一只斑马。）                                                                                      
   (18)、zebra   （斑马）                                                                                            
              Say zebr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斑马”，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zebra.   （是的，它是一只斑马。）                                                                                     
   (19)、/ z / - zebra. Zebra begins with the sound / z /. Note the / z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zebra.
           （/ z / - zebra。zebra以/ z / 发音开头。注意单词zebra的开头发音/z / 。）
   (20)、/ z /    (/ z /)                                                                                               
              Say / z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z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z /.     (是的，它读“/ z /”。)                                                                                     
   (21)、zebra    (斑马)                                                                                               
              Say zebr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斑马”，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zebra. （是的，它是一只斑马。）                                                                                      
   (22)、/ z /, / z /, / z /;                  (/ z /, / z /, / z /;) 
              Zebra, zebra, zebra;         (斑马，斑马，斑马；) 
               / z /, / z /, / z /;                 (/ z /, / z /, / z /;) 
              Zebra, zebra, zebra          (斑马，斑马，斑马；)       
3. Magic finger. Trace the letter. （魔指。描写字母。）
   (1)、/ j /        (/ j /)                                                                                          
              It says / j /.     (它读“/ j /”。)                                                                                    
   (2)、Say / j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j /”，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

            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j /.    (是的，它读“/ j /”。)                                                                                      
   (3)、/ z /    (/ z /)                                                                                              
              It says / z /.   (它读“/ z/”。)                                                                                      
   (4)、Say / z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z/”，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

           方 向书写。)
           Yes, it says / z /.   (是的，它读“/ z /”。)                                                                                    
4. Song: Look out the window. （歌曲：看窗外。）

Lesson 7

一、本课摘要
新词汇：letter sound / j / and / z / (音标：/ j / 和 / z /)，yogurt (酸奶)， zebra (斑马)
复习： / s / -- / x /，socks(袜子) ，teddy(玩具) ，umbrella(伞)，vase(花瓶), window(窗子)

               box(盒子)
课堂用语*： Point to / j /.  Say / j /. (指向音标： / j /。念： / j /。)  Yogurt begins with 
                       / j /. (酸奶的单词以 / j / 开头。) Find / j /. (找到/ j /。)  Look and stick. 
                      (看然后贴。)
二、奖品：
酸奶。如果小孩会读单词：yogurt, zebra，就可以奖励小孩一瓶酸奶。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letter sound / j / , / z /  and new word: yogurt, zebra and also review: /s / 
-- / x /, socks, teddy, window, box.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

会音标： / j /和/ z /  以及新单词：酸奶和斑马，同时还将复习：/ s /  --  / x / 以及袜

子、玩具、窗子和盒子。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s /           （/ s /）                                                                                             
           socks       （袜子）                                                                                            
           / t /           （/ t /）                                                                                         
           teddy       （玩具熊）                                                                                          
           / ʌ /          （/ ʌ /）                                                                                       
           umbrella  （伞）                                                                                       
           / v /          （/ v /）                                                                                         

           vase         （花瓶）                                                                                       
           / w /           (/ w /)                                                                                         
           window      (窗子)                                                                                          
           / ks /          (/ ks /)                                                                                      
           box           (盒子)                                                                                        
   (2)、It's song time!    复习：Unit 7，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My teddy has socks  (歌曲：我的玩具熊有袜子)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复习：Unit 7，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My teddy has socks (歌曲：我的玩具熊有袜子)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识读。）
   (1)、/ j /        (/ j /)                                                                                        
           It says / j /.   (它读“/ j /”。)                                                                                       
   (2)、/ j /, / j /, / j /. Says / j /.   (/ j /, / j/,/ j /读“/ j /”。)                                                                     
           Yes, it says / j /.  (是的，它读“/ j /”。)                                                                                     
   (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j /.     (是的，它读“/ j /”。)                                                                                      
   (4)、Say / j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j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j /.   (是的，它读“/ j /”。)                                                                                      
   (5)、yogurt  (酸奶)                                                                                               
           Say yogurt.  (读“酸奶”。)                                                                                          
           Yes, it's an yogurt.  (是的，它是酸奶。)                                                                                      
   (6)、yogurt   (酸奶)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n yogurt.     (是的，它是酸奶。)                                                                                  
   (7)、yogurt   (酸奶)                                                                                             
            Say yogu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酸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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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to / ks /.      (指向/ ks /。)                                                                                    
              Say / k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s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s /.   (是的，它读“/ ks /”。)                                                                                       
   (1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4)、/ ks /         (/ ks /)                                                                                           
              Find another / ks /.    (找到另外的/ ks /)                                                                                  
              Say / ks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ks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ks /.   (是的，它读“/ ks /”。)                                                                                       
   (15)、What has the letter ...?    (什么有字母⋯⋯？)                                                                             
   (16)、box     (盒子)                                                                                                
              Point to the box.    (指向盒子。)                                                                                   
              Say bo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盒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box.    (是的，它是一个盒子。)                                                                                         
   (17)、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8)、/ j /       (/ j /)                                                                                          
              Point to / y /.      (指向/ j /)                                                                                   
              Say / j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j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j /.   (是的，它读“/ j /”。)                                                                                      
   (19)、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20)、/ j /     (/ j /)                                                                                              
              Find another / j /.    (找到另外的/ j /)                                                                                 
              Say / j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j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j /.    (是的，它读“/ j /”。)                                                                                      
   (21)、What begins with / j /?     (什么以发音/ j /开头？)                                                                            
   (22)、yogurt      (酸奶)                                                                                         
              Point to the yogurt.      (指向酸奶)                                                                           
              Say yogu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酸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n yogurt.    (是的，它是酸奶。)                                                                                  
   (2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24)、/ z /           (/ z /)                                                                                        
              Point to / z /.      (指向/ z /)                                                                                  
              Say / z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z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z /.    （是的，它读“/z/”。）                                                                                    
   (2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26)、/ z /              (/ z /)                                                                                     
              Find another / z /.    (找到另外的/ z /。)                                                                                 
              Say / z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z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z /.   （是的，它读“/z/”。）                                                                                   
   (27)、What begins with / z /?    （什么以发音/z/开头？）                                                                         
   (28)、zebra                   （斑马）                                                                            
              Point to the zebra.           （指向斑马。）                                                                      
              Say zebr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斑马”，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zebra.    （是的，它是一只斑马。）                                                                                    
7.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8. STAR OF THE WEEK TIME  (每周之星)    
   复习：Unit 1，Lesson 3，课文每周之星。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9. Game: Memory （游戏：回忆）
   (0)、Is this / w /?   （这是/ w /吗？）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 w /”。）                                                                                    
           / w /, / w /,/ w /. Says / w /.      (/ w /, / w /, / w /读“/ w /”。)                                                                    
           What begins with / w /?   （什么以发音/ w /开头？）                                                                            
           window     （窗子）                                                                                           
           Say wind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窗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1)、Is it / ks /?      (它是/ ks /吗？)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s /     （/ s /）                                                                                          
            socks        （袜子）                                                                                           
            / t /            （/ t /）                                                                                         
            teddy         （玩具熊）                                                                                         
            / ʌ /            （/ ʌ /）                                                                                        
            umbrella    （伞）                                                                                         
            / v /            （/ v /）                                                                                        
            vase           （花瓶）                                                                                        
            / w /             (/ w /)                                                                                       
            window       (窗子)                                                                                          
            / ks /            (/ ks /)                                                                                       
            box              (盒子)                                                                                           
            / j /               (/ j /)                                                                                    
            yogurt          (酸奶)                                                                                      
            / z /               (/ z /)                                                                                    
            zebra            (斑马)                                                                                     
   (2)、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Look out the window.     (看窗外。)  
            What can I see?               (我能看见什么？)  
            A man with a box.           (一个人带着一个盒子。)    
            Is looking at me.             (看我。)  

            Look out the window.     (看窗外。)  
            What can I see?               (我能看见什么？) 
            A zebra with yogurt!        (一只斑马带着酸奶。) 
            Is looking at me.              (看我。)
            (Repeat x 1)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本课练习4，Song: Look out the windows.  (歌曲：看窗外。) 
5. Quiet time （安静时间）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安静时间。

6. Find the letters and stick.  (找到字母。看然后贴。)

   (1)、/ j /     (/ j /)                                                                                            
            It says / j /.   (它读“/ j /”。)                                                                                     
   (2)、Say / j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读“/j/”，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

           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j /.  (是的，它读“/ j /”。)                                                                                          
   (3)、/ z /    (/ z /)   
            It says / z /.     (它读“/ z /”。)
   (4)、Say / z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z/”，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

           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z /. （是的，它读“/z/”。）                                                                                        
   (5)、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6)、/ w /      (/ w /)                                                                                            
            Point to / w /.   (指向/ w /)                                                                                     
            Say / 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w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w/”。）                                                                                   
   (7)、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8)、/ w /    (/ w /)                                                                                               
            Find another / w /.     (找到另外的/ w /)                                                                                
            Say / 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w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w/”。）                                                                                    
   (9)、What begins with / w /? （什么以发音/w/开头？）                                                                            
   (10)、window    (窗子)                                                                                            
              Point to the window.   (指向窗子。)                                                                               
              Say wind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窗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window.  （是的，它是扇窗子。）                                                                                      
   (1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12)、/ ks /          (/ 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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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 says / j /.   (是的，它读“/ j /”。)                                                                                     
   (14)、Is this / j /?   (这是/ j /吗？)                                                                                      
   (15)、no.     (不是。)                                                                                              
             Is this / j /?     (这是/ j /吗？)                                                                                   
   (16)、yes      (是的)                                                                                             
             / j /     (/ j /)                                                                                            
             It says / j /.   (它读“/ j /”。)                                                                                     
             Trace / j /      (描摹/ j /)                                                                                     
             Yes, it says / j /.    (是的，它读“/ j /”。)                                                                                       
   (17)、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8)、window   (窗子)                                                                                                
             Say window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窗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is a window.  （是的，它是扇窗子。）                                                                                    
   (19)、What does window begin with?  （window以什么发音开头？）                                                                       
   (20)、/ w /   (/ w /)                                                                                                 
             Say / w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w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w/”。）                                                                                     
   (21)、Is this / w /?   （这是/w/吗？）                                                                                    
   (22)、no.  （不是。）                                                                                                
             Is this / w /?   （这是/w/吗？）                                                                                   
   (23)、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w/”。）                                                                                     
             Trace / w /     （描摹/w/）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w/”。）                                                                                   
   (24)、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25)、/ j /     (/ j /)                                                                                          
             It says / j /.    (它读“/ j /”。)                                                                                     
             Say / j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j/”，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

            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j /.    (是的，它读“/ j /”。)                                                                                        

   (26)、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27)、yogurt   (酸奶)                                                                                                 
             It's an yogurt.   (它是酸奶。)                                                                                        
             Say yogu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酸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n yogurt.   (是的，它是酸奶。)                                                                                    
   (28)、Yogurt begins with / j /.    (yogurt以发音/ j /开头。)                                                                       
             / j / - yogurt. Yogurt begins with the sound / j /. Note the / j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yogurt.（/ j / - yogurt。yogurt以/ j / 发音开头。注意单词

             yogurt的开头发音/j / 。）
   (29)、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30)、/ z /    （/z/）                                                                                           
             It says / z /.   (它读“/ z /”。)                                                                                       
             Say / z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z/”，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

             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z /.  （是的，它读“/z/”。）                                                                                     
   (31)、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2)、zebra   （斑马）                                                                                            
             It's a zebra.   （它是一只斑马。）                                                                                     
             Say zebr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斑马”，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zebra.    （是的，它是一只斑马。）                                                                                   
   (33)、Zebra begins with / z /.  （zebra以发音/ z /开头。）                                                                           
             / z / - zebra. Zebra begins with the sound / z /. Note the / z / s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d zebra.（/ z / - zebra。zebra以/ z / 发音开头。注意单词zebra
            的开头发音/z / 。）
12. Review（复习）
     每篇课文所有内容加完后，最好对该课中的一些关键词（课文目录区中深红

     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进行集中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

     本课关键词：y, yogurt；z, zebra.

           Yes, it says / ks /.      (是的，它读“/ ks /”。)                                                                                  
           / ks /, / ks /, / ks /. Says / ks /.   (/ ks /, / ks/,/ ks /读“/ ks /”。)                                                                 
           What has the letter ...?    (什么有字母⋯⋯？)                                                                            
           box     (盒子)                                                                                              
           Say bo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盒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2)、Is this / j /?      (这是/ j /吗？)                                                                                  
           Yes, it says / j /.   (是的，它读“/ j /”。)                                                                                    
           / j /, / j /, / j /. Says / j /.  (/ j /, / j/,/ j /读“/ j /”。)                                                                    
           What begins with / j /?   (什么以发音/ j /开头？)                                                                            
           yogurt   (酸奶)                                                                                             
           Say yogu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酸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3)、Is this / z /?    (这是/z /吗？)                                                                                      
           Yes, it says / z /.  （是的，它读“/z/”。）                                                                                     
           / z /, / z /, / z /. Says / z /.    (/ z /, / z/,/ z /读“/ z /”。)                                                                 
           What begins with / z /?   (什么以发音/ z /开头？)                                                                           
           zebra    （斑马）                                                                                            
           Say zebr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斑马”，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z /.  （是的，它读“/z/”。）                                                                                      
10. Letter palm （手掌字母）
      (1)、/ j /      (/ j /)                                                                                             
              It says / j /.     (它读“/ j /”。)                                                                                    
      (2)、Say / j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j/”，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

              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j /.   (是的，它读“/ j /”。)                                                                                     
      (3)、/ z /            (/ z /)                                                                                     
              It says / z /.      (它读“/ z /”。)                                                                                 
      (4)、Say / z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the letter with your finger, starting at the 
              dot and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rrow.

            （读“/z/”，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这个字母，以点开始，按箭头的

            方向书写。)
           Yes, it says / z /.  （是的，它读“/z/”。）                                                                                     
11. Activity: Look and say. Trace the starting letter.  

      (活动：看然后说。描写起始字母。)

      (2)、Look at the picture.  （看一看图片。）                                                                               
      (3)、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4)、zebra    （斑马）                                                                                           
              Say zebra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斑马”，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 zebra.  （是的，它是一只斑马。）                                                                                     
      (5)、Zebra begins with ...?   （zebra以⋯⋯开头）                                                                           
      (6)、/ z /        (/ z /)                                                                                          
              Say / z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z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 says / z /.   （是的，它读“/z/”。）                                                                                      
      (7)、Is this / z /?  （这是/z/吗？）                                                                                       
      (8)、no.     （不是。）                                                                                               
              Is this / z /?    （这是/z/吗？）                                                                                  
      (9)、yes     （是的）                                                                                            
              / z /         （/z/）                                                                                            
              It says / z /.    (它读“/ z /”。)                                                                                     
              Trace / z /      (描摹/ z /)                                                                                      
              Yes, it says / z /.   （是的，它读“/z/”。）                                                                                      
      (10)、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11)、yogurt     (酸奶)                                                                                            
                Say yogur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酸奶”，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an yogurt.   (是的，它是酸奶。)                                                                                     
      (12)、Yogurt begins with ...?   (yogurt以⋯⋯开头)                                                                             
      (13)、/ j /        (/ j /)                                                                                           
                Say / j /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 j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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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9)、seven  (7)                                                                                                
            Point to seven.   (指向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10)、seven  (7)                                                                                               
             Draw number seven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11)、seven   (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even with your finger.    
          （读“7”，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7。）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这是数字7。)                                                                                 
   (12)、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3)、eight   (8)                                                                                              
             Point to eight.   (指向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14)、eight   (8)                                                                                                 
             Draw number 8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8。)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15)、eight   (8)                                                                                               
             Say 8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eight with your finger.  
           （读“8”，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8。）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这是数字8。)                                                                                
   (16)、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7)、nine   (9)                                                                                                
             Point to nine.   (指向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18)、nine  (9)                                                                                                 

             Draw number 9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9。)                                                                           
   (19)、nine   (9)                                                                                                 
             Say 9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nine with your finger.  
           （读“9”，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9。）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这是数字9。)                                                                                    
   (20)、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21)、ten    (10)                                                                                                
             point to ten.    (指向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22)、ten    (10)                                                                                                
             Draw number 10 in the air.   (在空中描画数字10。)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23)、ten     (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ten with your finger.  
          （读“10”，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10。）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这是数字10。)                                                                                      
   (24)、It's song time! 复习：Lesson 4，课文练习3,
             Song: Six fat sausages in a pan.  (歌曲：六根香肠在锅里。) 
   (25)、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Lesson 4，课文练习3。     
2. Listen, point and say. （听，指然后说）
    (1)、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2)、head  （头）                                                                                               
            Say head.   （读“头”。）                                                                                         
            Yes, this is the head.   （是的，这是头。）                                                                                 
    (3)、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4)、eyes  （眼睛）                                                                                               
            Say eyes.  （读“眼睛”。）                                                                                          
            Yes, these are the eyes. （是的，这些是眼睛。）                                                                                  
    (5)、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6)、nose   （鼻子）                                                                                              

Lesson 8

一、本课摘要
复习：hands(手)，head(头)，legs(腿)，mouth(嘴)，eyes(眼睛)，nose(鼻子)，
            / w /，/ ks /，/ j /，/ z /，window(窗)，box(盒子)，yogurt(酸奶)，zebra(斑马)，
             numbers 1 – 10   (数字1 - 10)
课堂用语*：What's this? (这是什么？)  Point to a (nose).【指向一个(鼻子) 。】 
                      Listen and point. (听然后指。) Is it a (mouth) ?【它是一张（嘴）吗？】  
                      What colour are the eyes? (眼睛是什么颜色？) How many (eyes)? 【多少

                     只(眼睛) ？】 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What begins with / z /?  
                      (什么单词以 / z /  开头？) What number is it? (数字几？)
二、奖品：
面具。如果小孩会读：复习中任何单词，可以奖励小孩一个面具。

三、目标：
进入课文后，请按【F11】键，播放学习目标录音。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you 
will be able to review: hands, head, legs, mouth, eyes, nose; / w /, / ks / , / j / , / z /  and 
window, box, yogurt, zebra. 也可以用中文描述本课目的：本课结束，你将学会复

习：手, 头, 腿, 姐妹, 眼睛, 鼻子；音标：/ w /,  / ks /  , / j / , / z /  以及单词：窗，盒

子、酸奶和斑马。

四、计划：
可以按【F12】键，重新选择学习时间。参见：Unit 1，Lesson 1，五。

五、课文
0. Starting the lesson  (开始上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开始上课。

1. Active Time （活动时间）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 s /             (/s/)                                                                                              
            socks         (袜子)                                                                                           
            / t /             (/t/)                                                                                           
            teddy       （玩具熊）                                                                                          
            / ʌ /          （/ ʌ /）                                                                                       

            umbrella  （伞）                                                                                         
            / v /           （/ v /）                                                                                           
            vase          （花瓶）                                                                                        
            / w /            (/ w /)                                                                                          
            window      (窗子)                                                                                           
            / ks /           (/ ks /)                                                                                         
            box             (盒子)                                                                                           
            / j /              (/ j /)                                                                                       
            yogurt         (酸奶)                                                                                        
            / z /              (/ z /)                                                                                          
            zebra          (斑马)                                                                                        
   (2)、It's song time!    (现在是唱歌时间！)                                                                                      
            It's song time! 复习：Lesson 7，课文练习 4，
            Song: Look out the window.   (歌曲：看窗外。)                                                                                       
   (3)、While listening, follow the subtitles singing. 歌词参见：Lesson 7，课文练习4     
   (4)、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5)、six  (6)                                                                                                
            Point to six.    (指向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6)、six   (6)                                                                                              
            Number six. Move your finger to trace the number six.   
            (数字6。移动你的手指来描摹数字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7)、six  (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trace over number six with your finger.  
          （读“6”，去前面，然后用你的手指描摹数字6。）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这是数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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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4)、You cut out the eyes, ears and mouth.  （你剪下眼睛，耳朵和嘴。）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5)、You stick on the eyes, ears and nose.   （你粘贴上眼睛，耳朵和鼻子。）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6)、Trace the number one.  （描摹数字1。）                                                                                
   (7)、Trace the number two.   （描摹数字2。）                                                                             
   (8)、Trace the number three.    （描摹数字3。）                                                                          
   (9)、Trace the number four.      （描摹数字4。）                                                                         
4. Make funny faces.（制作笑脸。）
   (1)、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2)、eyes    （眼睛）                                                                                             
            Say ey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眼睛”，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se are the eyes. （是的，这些是眼睛。）                                                                                  
   (3)、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4)、ears   （耳朵）                                                                                               
            Say ear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耳朵”，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se are the ears.   （是的，这些是耳朵。）                                                                                 
   (5)、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6)、nose   （鼻子）                                                                                                
            Say nose.  （读“鼻子”。）                                                                                          
              Yes, this is the nose.  （是的，这是鼻子。）                                                                                    
   (7)、eyes   （眼睛）                                                                                                
            Colour the eyes. （给眼睛涂色/上色。）                                                                                      
            Yes, these are the eyes. （是的，这些是眼睛。）                                                                                   
   (8)、ears   （耳朵）                                                                                                
            Colour the ears. （给耳朵涂色/上色。）                                                                                    
            Yes, these are the ears.   （是的，这些是耳朵。）                                                                              
   (9)、nose    （鼻子）                                                                                            
            Colour the nose.  （给鼻子涂色/上色。）                                                                                  
            Yes, this is the nose.   （是的，这是鼻子。）                                                                                  

5. Show and tell.（展示然后讲述。）
   (1)、What are these?   （这些是什么？）                                                                                    
   (2)、eyes    （眼睛）                                                                                              
            Say ey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眼睛”，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se are the eyes.   （是的，这些是眼睛。）                                                                              
   (3)、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4)、nose   （鼻子）                                                                                             
            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the nose.  （是的，这是鼻子。）                                                                                     
   (5)、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6)、mouth  （嘴）                                                                                               
            Say mout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the mouth.  （是的，这是嘴。）                                                                                 
   (7)、What colour are the eyes?  （眼睛是什么颜色？）                                                                          
   (8)、blue  （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蓝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lue eyes.  （是的，蓝色眼睛。）                                                                                             
   (9)、What colour is the nose? （鼻子是什么颜色？）                                                                                
   (10)、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绿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een nose.  （是的，绿色鼻子。）                                                                                          
   (11)、What colour is the mouth?  （嘴是什么颜色？）                                                                           
   (12)、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red mouth.   （是的，红色嘴。）                                                                                          
   (13)、How many eyes? （多少眼睛？）                                                                                        
   (14)、two     (2)                                                                                               

           Say nose.  （读“鼻子”。）                                                                                           
           Yes, this is the nose.  （是的，这是鼻子。）                                                                                 
   (7)、What's this, Jojo?  （优优，这是什么？）                                                                                
   (8)、mouth   （嘴）                                                                                            
           Say mouth.  （读“嘴”。）                                                                                             
           Yes, this is the mouth.  （是的，这是嘴。）                                                                                    
   (10)、nose     （鼻子）                                                                                               
   (11)、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the nose. （是的，这是鼻子。）                                                                                    
   (12)、head    （头）                                                                                              
   (13)、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the head.  （是的，这是头。）                                                                                 
   (14)、eyes   （眼睛）                                                                                             
   (15)、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se are the eyes. （是的，这些是眼睛。）                                                                                      
   (16)、mouth  （嘴）                                                                                                   
   (17)、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the mouth.  （是的，这是嘴。）                                                                                  
   (18)、nose （鼻子）                                                                                                 
   (19)、Say nos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鼻子”，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the nose.   （是的，这是鼻子。）                                                                                 
   (20)、head  （头）                                                                                               
   (21)、Say hea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the head.  （是的，这是头。）                                                                                  
   (22)、eyes  （眼睛）                                                                                               
   (23)、Say eyes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眼睛”，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ese are the eyes.  （是的，这些是眼睛。）                                                                                 
   (24)、mouth  （嘴）                                                                                               
   (25)、Say mouth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嘴”，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the mouth.  （是的，这是嘴。）                                                                                   
   (26)、What colour are the eyes?  （眼睛是什么颜色？）                                                                           
   (27)、blue  （蓝色）                                                                                                
             Say blu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蓝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blue eyes. （是的，蓝色眼睛。）                                                                                         
   (28)、What colour is the nose?  （鼻子是什么颜色？）                                                                          
   (29)、green  （绿色）                                                                                             
             Say gre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绿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green nose.   （是的，绿色鼻子。）                                                                                      
   (30)、What colour is the mouth?  （嘴巴是什么颜色？）                                                                         
   (31)、red  （红色）                                                                                               
             Say red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红色”，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red mouth.  （是的，红色鼻子。）                                                                                        
   (32)、Listen, point and say        （听，指和说）                                                                             
             This is my funny face.      （这是我的笑脸。）

             This is the head.                （这是我的头。）

             These are the eyes.            （这些是我的眼睛。）

             This is the nose.                （这是我的鼻子。）

             Add this is the mouth.       （这是我的嘴。）

             What colour are the eyes?   （眼睛是什么颜色？）

             What colour is the nose?     （鼻子是什么颜色？）

             What colour is the mouth?  （嘴是什么颜色？）

3. Listen and trace. （听然后描写。）
   (1)、Look at the picture on the screen.  （看一看屏幕上的图片。）                                                                
            You need four stages of making the funny collage. 
          （制作有趣的拼贴你需要4个步骤。）                                             
   (2)、You colour the head. （你给头涂色/上色。）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3)、You colour the eyes, ears and nose.   （你给眼睛，耳朵和鼻子涂色/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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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t's number one.    (是的，它是数字1。)                                                                                     
   (3)、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4)、two   (2)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2”，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wo.  (是的，它是数字2。)                                                                                    
   (5)、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6)、three  (3)                                                                                               
            Say thre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3”，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hree.  (是的，它是数字3。)                                                                                   
   (7)、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8)、four   (4)                                                                                                 
            Say four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4”，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our.   (是的，它是数字4。)                                                                                   
   (9)、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0)、five   (5)                                                                                                
              Say fiv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5”，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five.   (是的，它是数字5。)                                                                                  
   (1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2)、six   (6)                                                                                               
              Say six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6”，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ix.   (是的，它是数字6。)                                                                                   
   (13)、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4)、seven   (7)                                                                                             
              Say sev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7”，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seven.   (是的，它是数字7。)                                                                                   
   (15)、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6)、eight  (8)                                                                                              

              Say eight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8”，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eight.  (是的，它是数字8。)                                                                                 
   (17)、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18)、nine  (9)                                                                                                
              Say ni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9”，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nine.  (是的，它是数字9。)                                                                                   
   (19)、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20)、ten    (10)                                                                                              
              Say ten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0”，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it's number ten.  (是的，它是数字10。)                                                                                   
   (21)、Game: Let's count together. （游戏：让我们一起数数。）

             复习：Unit 7，Lesson 4，课文练习8。                                                                                   
   (22)、Game: Let's count together. （游戏：让我们一起数。） 
              复习：Unit 3，Lesson 4，课文练习9，                                                                                   
9. Review

    本课文为本单元最后一课，课文将复习本单元所学的全部关键词（课文目录区

    中深红色、斜体的单词、短语等），巩固所学的知识。

              Say two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2”，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14)、Yes, these are the eyes.    (是的，这些是眼睛。)                                                                                 
   (15)、How many noses?  （多少鼻子？）                                                                                   
   (16)、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the nose.  (是的，这是鼻子。)                                                                                     
   (17)、How many mouths?    (多少嘴？)                                                                                    
   (18)、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Yes, this is the mouth.   (是的，这是嘴。)                                                                                   
6. Ending the lesson  (下课)      
    复习：Unit 1，Lesson 1，课文下课段落。

Here's more! （更多精彩！）
7. Game: Match the letters and pictures  (游戏：匹配字母与图片)

   (0)、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w /    (/ w /)                                                                                              
            It says / w /.  （它读“/w/”。）                                                                                       
            / w /, / w /,/ w /. Says / w /.    (/ w /, / w /, / w /读“/ w /”。)                                                                     
            What begins with / w /?  （什么以发音/ w /开头？）                                                                           
            window    （窗子）                                                                                           
            It is a window.   （它是扇窗子。）                                                                                   
            Say window.   （读“窗子”。）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letter w and move to / w /.  
            (找到一个以字母w开头的单词，移到 /w/。)                                            
            Yes, it says / w /.  （是的，它读“/w /”。）                                                                                     
   (1)、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ks /      (/ ks /)                                                                                             
            It says / ks /.    (它读“/ ks /”。)                                                                                    
            / ks /, / ks /, / ks /. Says / ks /.   (/ ks /, / ks/,/ ks /读“/ ks /”。)                                                                
            What has the letter ...?    (什么有字母⋯⋯？)                                                                           

             box    (盒子)                                                                                                
             It's a box.    (它是一个盒子。)                                                                                      
             Say box.  (读“盒子”。)                                                                                             
             Find a word that ends with letter x and move to / ks /. 
             (找到一个以字母x结尾的单词，移到 /ks/。)                                              
             Yes, it says / ks /.  (是的，它读“/ ks /”。)                                                                                     
    (2)、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j /     (/ j /)                                                                                             
             It says / j /.   (它读“/ j /”。)                                                                                   
             / j /, / j /, / j /. Says / j /.     (/ j /, / j/,/ j /读“/ j /”。)                                                                    
             What begins with / j /?     (什么以发音/ j /开头？)                                                                             
             yogurt (酸奶)                                                                                              
             It's an yogurt.    (它是酸奶。)                                                                                   
             Say yogurt.    (读“酸奶”。)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letter y and move to / j /.    
            (找到一个以字母y开头的单词，移到 /j/。)                                           
             Yes, it says / j /.   (是的，它读“/ j /”。)                                                                                       
    (3)、What letter is it?     (它是什么字母？)                                                                                 
             / z /      (/ z /)                                                                                            
             It says / z /.   (它读“/ z /”。)                                                                                      
             / z /, / z /, / z /. Says / z /.    (/ z /, / z/,/ z /读“/ z /”。)                                                                  
             What begins with / z /?   (什么以发音/ z /开头？)                                                                            
             zebra   （斑马）                                                                                             
             It's a zebra. （它是一只斑马。）                                                                                        
             Say zebra.  （读“斑马”。）                                                                                         
             Find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letter z and move to / z /.  
             (找到一个以字母z开头的单词，移到 /z/。)                                          
             Yes, it says / z /. （是的，它读“/z/”。）                                                                                    
8.  Musical words （音乐词汇）
    (1)、What number is it, Jojo?    (优优，它是数字几？)                                                                            
    (2)、one   (1)                                                                                               
             Say one and go to the front, then point to the picture. 
             (读“1”，去前面，然后指向那张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