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四册

Teacher: Yoyo



第四〸课 “半边天”和“全职太太”

Teacher: Yoyo



女人 & 妈妈

• 全职太太 = 全职妈妈 = 家庭主妇 - house wife 

mom: 妈妈，妈咪，妈，老妈 

职业女性、职场女性 - working ladies 

单亲妈妈 - single mom 

单身 - single、恋爱 - in a relationship、已婚 - married、离异/离婚 
- divorced、再婚 - re-married



语法



几乎
• 就是妇女几乎担负着一半的社会工作。 

几乎 = 差不多 - nearly; almost + adjective/verb phrase 

• 参观展览的人几乎有〸多万。There are nearly 100,000 people coming for the exhibition. 

• 他比我几乎重〸公斤。He’s almost 10 kilograms heavier than me. 

• 公司的所有人差不多都有iPhone。Almost all people in the company have iPhones. 

• 我差不多去了欧洲所有的国家。I nearly went to all countries in Europe. 

差不多 = 将近 + number/time (不能用“几乎”) 

• 我差不多50公斤。I’m nearly 50 kilograms. 

• 今天我工作了将近10小时。I worked almost 10 hours today.



在…方面

• 比如在就业方面，有的地方对妇女还很不公平。 

（在）…方面 - in the aspect /respect of… = 从…来看 + sentence 

• 在应试能力方面，他比很多同学都强。He has stronger abilities for examinations 
compared to many other students. 

1. =他在应试能力方面，比很多同学都强 (subject can go first before the phrase)。 

• 在业务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For business,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 在专业方面，我的经验没有他多。For the aspect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 have 
less experience compared to him.



在…中

• 在全中国的职工中，女职工占百分之四〸。 

在…noun/adjective/verb phrase + 中 - in…, during the process of… (range, 
environment, etc) 

• 在外国投资人中，美国人占了1/3。Among all the foreign investors, 1/3 are 
American people. 

• 在辛苦的工作中，我了解到了父母挣钱很累。I knew it was tiring for parents to 
earn during the tough work. 

• 他们在合作中越来越了解了。They knew each other more and more through 
cooperation.



为了

• 为了完全实现男女平等，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了 + sentence/someone/ - express purposes 

• 为了孩子，父母一般都很愿意花钱。Parents are very willing to spend 
money for their kids. 

• 为了让GDP更高，政府不停地修路盖楼。In order to make GDP higher, 
the government keep building roads and buildings.



双重否定句

• 一般地说，男人能做的工作，没有妇女不能做的。 

不…不…/没有…不… - double negation = affirmation (stronger 
tones for emphasis) 

• 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不帮他。He’s my good friend, I have to help him. 

1. =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要帮他。 

• 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Money can solve all problems. 

2. =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假设关系

• 要是你生活在中国人的家里，就会发现丈夫每天也要下厨房。 

要是…（的话），就… = 如果…（的话），就… - if… then… 

• 要是明天天气不好，我们就换一天去。If tomorrow the weather isn’t good, 
we go another day. 

• 要是你觉得还没有准备好，可以再缓一缓。If you don’t think you’re ready 
yet, can postpone a bit. 

• 如果没有实名认证的话，就没有办法使用支付宝支付。Without ID 
verification, you can’t pay by Alipay.



条件关系

• 妇女只有社会地位提高了，在家庭里的地位才能提高。 

只有…，才… - only if… 

1. 只有A，才B (A是B的条件，没有A，B也没有，有A，才有B) 

2. 即使A，也B（A不是B的条件，有A或者没有A，都会有B） 

• 只有你自己亲自做过，你才知道是怎么回事。Only if you’ve done it by yourself, 
could you know how it happens. 

• 只有你自己开始工作以后，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这个工作。Only if you start 
working by yourself, could you know if you fit this job.



“多少”

• 妇女经过了多少个世纪的努力，终于从家里走出来，得到工作的
权利。 

多少 - much/many 

• 多少个员工的努力，才完成了这次的项目。There were many staff 
spending much effor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is project. 

• 我不知道跟他说了多少次，他总是记不住。I can’t remember how many 
times I told him, he always forgets.



词汇



得到工作的权利，而且能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发挥 

express all potentials 

要看这个方法能不能发挥作用，就不要和其他方法同时使用。 If you want to see 
if this method works, don’t mix it with other methods. 

这次考试，我没有发挥好。I didn’t do well in this exam. 

效果好 - works well vs 效果不好 - doesn’t work well 

这种药只吃一片效果不好，要吃两片。This kind of medicine isn’t effective 
if you only take one pill, you need to take two.



应该回到家里做“全职太太”，因为他们要照顾孩子，要做家务。 

照顾孩子 = 看孩子 = 带孩子 - take care of the kids 

她休了一年产假，之后，带了两个月孩子。She took pregnancy leave for a year, then, 

she took care of babies for two months. 

孩子还小，不能没人看。Kids are still too young, can’t be alone without being watched. 

一些单位只要男的，不要女的。 

单位 - state-owned companies, no tax needed for the country 

企业 - any kind of business (factory, company, shop, etc) 

公司 - companies



在全中国的职工中，女性职工占百分之四十。 

Percentage: 百分之 + 数字 

百分之零点一 = 0.1% 

职工❌员工✅ 

女性员工 - female staff，男性员工 - male staff 

占 - proportion (percentage, fraction) 

我们班女同学占不到一半。In our class, no more than 1/2 fo the students 
are female.



她们一辈子要服从自己的父母、丈夫和儿子。 

一辈子 (oral language) = 一生 (formal, written) - whole life 

relationship: 恋爱/婚姻关系 

husband: 老公(oral language)、丈夫(formal, written) 

wife: 老婆(oral language)、妻子(formal, written) 

spouse: 配偶 

GF, BF: 女朋友/女票(buzzword)，男朋友/男票 (buzzword) 

服从 - obey = 听 + someone + 的话 

服从自己的父母 = 听爸妈的话



丈夫管孩子的学习，妻子管孩子的吃穿。 

吃穿 - eating and wearing = daily life issues/basic needs for life 

每个月吃穿，花的钱不多。I don’t spend much for my basic needs every month. 

衣食住行 - every aspect of our life and work 

人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钱。Money is necessary for all events in work and life. 

life: 生活 (daily life)/人生 (one’s whole life journey) 

她的生活很精彩。She has brilliant life. 

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Life is like making phone calls, if 
you don’t hang up (die) first, then I hang up (die) first.



练习



5 minutes to finish the exercises

• Re-write the sentences into 
double-negation sentences by 
using the give words. 

我要对他好。（能） 
每个人都愿意变得更富有。（没
有） 
这个办公室的员工都会英语。
（没有） 
欧洲的国家，我都去过。(没有）

• 答案 
我不能不对他好。 
没有人不愿意变得更富有。 
这个办公室的员工没有一个不
会英语。 
欧洲的国家，我没有一个没去
过/欧洲的国家，没有一个我没
去过。



5 minutes to finish the exercises

• True or false 
在这个问题方面，我是这样理
解的。 
在这个任务方面，我们的做法
是尝试新的方法。 
在与人相处方面，她特别有经
验。

• 答案 
F 

在这个问题上 
F 

在这个任务上 
T



5 minutes to finish the exercises

•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either 
“要是…就…” or “只有…才…”, 
some might have more than one 
answer. 

____第一部分做好了，____有可能
达到预期的结果。 
____大家都不同意这个方案，____
可以取消这个计划安排其他的计划。 
____我，____不会让机会这么快逃
走。____你，____这么不珍惜难得
的机会。

• 答案 
只有第一部分做好了，才有可能
达到预期的结果。 
只有大家都不同意这个方案，才
可以取消这个计划安排其他的计
划。要是大家都不同意这个方案，
就可以取消这个计划安排其他的
计划。 
要是我，就不会让机会这么快逃
走。只有你，才这么不珍惜难得
的机会。



THE END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