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NEED 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NOTE KEY VOCABULARY 

‘STEAL’ USEFUL PHRASES AND GRAMMAR



Topics relevant to students’ lives

The local environment

Recycling – we all have to do it!









Listen carefully to Maddie introducing her local 
environment. Number the words in the box in the 
order you hear them (1–9). Write their meanings 
in English. 

Example from Edexcel GCSE (9-1) textbook 

a 活动 b 资源
c 关 d 浪费
e 离开 f 环境
g 担心 h 环保
i 笑



上个月，老师让我们想想环境和我们的日
常活动有什么关系。



他问我们：“在你的家里，如果你想要喝
水、茶或者咖啡，你会担心吗？” 我们
笑着说：“不担心，因为家里总是有水。”



然后他问：“离开卧室去厨房的时候，你
们关不关卧室的灯？”
一个学生回答：“太麻烦了！不关！”



老师听到这些，就跟大家讲了资源浪费问
题。



听了老师的话以后，同学们都觉得，要是
我们在家里和学校里都能做好环保， 那么
我们住的地区就会有更多的绿色。



上个月，老师让我们想想环境和我们的日
常活动有什么关系。
他问我们：“在你的家里，如果你想要喝
水、茶或者咖啡，你会担心吗？” 我们
笑着说：“不担心，因为家里总是有水。”
然后他问：“离开卧室去厨房的时候，你
们关不关卧室的灯？”
一个学生回答：“太麻烦了！不关！”
老师听到这些，就跟大家讲了资源浪费
问题。
听了老师的话以后，同学们都觉得，要
是我们在家里和学校里都能做好环保，
那么我们住的地区就会有更多的绿色。



在日常生活中，你和你家人的“绿色活动”
有哪些？

TEACHER:

HOW WOULD YOU ANSWER THIS?



HOW THE STUDENT ANSWERED…

如果有可回收的垃圾，我们就一定回收。

上学、上班前，我们不但关家里的灯，
而且要关电脑、电视等。

做饭或者洗澡的时候，我们尽量少用水。
我们两个月洗一次车，去城市里玩儿的
时候常常坐公共汽车。



Before listening to how Maddie answers the 
question 你的学校有什么环保活动？, predict 
what kin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mpaigns her school might have in place. 

Example from Edexcel GCSE (9-1) textbook 

• What items might be recycled in a school? 

• What could these items be changed into?

• What kin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mpaigns are students willing to take part in? 



HOW THE STUDENT ANSWERED…

在学校，我们常常有环保活动。

比如说，三月，科学老师打算把可乐罐
用在科学课上，所以她让学生带旧可乐
罐和啤酒罐到学校。

现在学校还有两次利用旧纸的活动，
目的是让学生和老师不要浪费纸。



NOTE KEY VOCABULARY 

‘STEAL’ USEFUL PHRASES AND GRAMMAR



Topics relevant to students’ lives

Who am I?

When I was young…





SPEAKING ASSESSMENT



Topic: Who am I? 

Look at the picture and prepare answers 
to the following. 
• a description of the picture

Example from Edexcel GCSE (9-1) textbook 

• an introduction of your mum 

• what you did with your family when you were younger 

• where you are planning to go with your family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s 

• what the benefits are of spending time with your parents



你妈妈是什么样的人？

TEACHER:  BULLET POINT 2



我妈妈今年四十五岁。

HOW THE STUDENT ANSWERED…

她在上海出生了，现在住在北京。

她的个子非常高。她的头发是黑色的，
很长。她的眼睛又大又漂亮。

妈妈总是戴眼镜。
我觉得我和妈妈的关系特别好.



TEACHER:  BULLET POINT 3

小时候，你和你家人一起喜欢做什么？



小时候，我和弟弟常常一起坐公共汽车去祖父
母的家。

那时侯，祖父母住在农村。我和弟弟喜欢在
河里游泳或者钓鱼。我们也天天在农村里跑
步。

在家里，我跟爸爸、妈妈一起听了中国的音乐。
不过，因为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所以很少一起听。

HOW THE STUDENT ANSWE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