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英语网络课
堂！我学习英语下册的第五单元。今天要进
行的是Warming up （热身部分）的学习。 
 
教材还没到发到大家手里，请大家紧跟PPT
来进行学习！ 



教学目标： 
1、学习中外节日的英语名称。 
2、谈论这些节日的日期和主要活动。 
 
教学难点： 
1、与课文“The Spring Festival”相呼应，做好
学习课文的预热。 



Warming up 

Unit5 Festival 



How many festivals 
do you know both in 
and out of China? 





The Chinese festivals 



It is on the first day of a year on 
the lunar calendar. 



• 春夏秋冬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 季节 

season 



美食 



dumpling 





Lantern Festival  
                                              农历元月十五日 

It is on the 15th of the 
first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Sweet soup balls  
传说在很久以前，凶禽猛兽很多，四处伤
害人和牲畜，人们就组织起来去打它们， 
有一只神鸟困为迷路而降落人间，却意外
的被不知情的猎人给射死了。天帝知道后
十分震怒，立即传旨，下令让天兵于正月
十五日到人间放火，把人间的人畜财产通
通烧死。 天帝的女儿心地善良，不忍心看
百姓无辜受难，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
驾着祥云来到人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人
们。众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吓得不知如何
是好，过了好久，才有个老人家想出个法
子，他说：「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
这三天，每户人家都在家里张灯结彩、点
响爆竹、 燃放烟火。这样一来，天帝就会
以为人们都被烧死了」。 



Tomb Sweeping 



Tomb Sweeping 
公立4月5日 

 

It is on the  fifth of solar April . 



Dragon Boat 
Festival 
农历五月初五 

It is on the  fifth  of  May on 
the lunar calendar . 



Dragon Boat Festival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端午节一直
是一个多民族的全民健身、防疫祛病、
祈求健康的民俗佳节。 
 
    端午节据传是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
投汩罗江殉国的日子。两千多年来，每
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就成为了纪念屈原的
传统节日。史料记载，公元前２７８年
农历五月初五，楚国大夫、爱国诗人屈
原听到秦军攻破楚国都城的消息后，悲
愤交加，心如刀割，毅然写下绝笔作
《怀沙》，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身殉国。
沿江百姓纷纷引舟竞渡前去打捞，沿水
招魂，并将粽子投入江中，以免鱼虾蚕
食他的身体。这一习俗绵延至今，已有
两千多年。 



Dragon Boat 
Festival 



Chinese Valentine's Day 
农历七月初七  It is on the  7th of  July on 

the lunar calendar . 

 



Chinese Valentine's Day  
传说古时候有个善良的年轻人，名叫牛郎。他的父母早逝，常遭兄嫂欺负，连
家产都没得分，只留给他一条老牛，但这老牛可不是一般的牛哦，它是天上的
金牛星变的，因为触犯了天条，所以被玉帝贬到凡间为牛。一天，它告诉牛郎，
东边山下有个湖，每天都有七个仙女到湖里洗澡，只要牛郎偷走其中的一件衣
裳，使那仙女无法返回天宫，就会留下来作他的妻子。听了老牛的话，牛郎果
然偷偷藏起一位仙女的衣裳，等到仙女们洗完澡要回天宫时，年纪最小的织女
才发现自己的衣裳不见了，急得哭了出来，这时牛郎捧著她的衣裳出现，要求
织女答应作他的妻子才把衣裳还她,织女看牛郎忠厚老实，便答应了，两人婚
后生了一双子女，生活十分幸福美满，但老牛却死了，在死前它告诉牛郎，在
它死后剥下它的皮，遇到困难时就会派上用场，这是它最后能留给牛郎的唯一
一件东西。而织女嫁给牛郎的消息传回天庭后，玉帝大怒，遂派王母娘娘把织
女给抓回来，牛郎为了找回织女，想起了老牛的叮咛，就披上牛皮靠著牛皮的
神奇魔力追上他们，此时王母娘娘心一急，拔下头上的簪子往空中一划！马上
出现了一道波涛汹涌的天河，把牛郎和织女分隔两边，牛郎和一双儿女在河边
大哭，其深刻的感情也令玉帝动容，所以特赦他们全家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
于是每年到了七夕，就有无数的喜鹊飞上天去，搭起一座鹊桥，让牛郎和织女
一家渡河相会，说七夕当天晚上一定会下雨，这就是牛郎织女重逢后喜极而泣
的泪水...  



Mid- Autumn 
Festival 
农历八月十五日 It is on the  15th 

of  August on the lunar 
calendar . 



Mid- Autumn 
Festival 
农历八月十五日 



月饼

Mooncakes 

  



It is on the  9th of  September on the lunar calendar . 





 Laba Festival 

 Laba Festival— 农历腊月初八 

It is on the  8th of   December on the lunar calendar . 



  
      从先秦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据说，佛教
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成道之日也在十二月初八，因此腊八也是佛教徒的节日，称
为"佛成道节"。 
 
      中国各地腊八粥的花样，争奇竞巧，品种繁多。其中以北平的最为讲究，搀
在白米中的物品较多，如红枣、莲子、核桃、栗子、杏仁、松仁、桂圆、榛子、
葡萄、白果、菱角、青丝、玫瑰、红豆、花生……总计不下二十种。人们在腊
月初七的晚上，就开始忙碌起来，洗米、泡果、拨皮、去核、精拣然后在半夜
时分开始煮，再用微火炖，一直炖到第二天的清晨，腊八粥才算熬好了。  



Festivals in foreign                   

countries 



New Year 



二月十四日 



   chocolate 





      每年4月1日是愚人节。这不是一个国家性的节日，但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和
地区，人们都会在这一天互相开玩笑，搞恶作剧，被愚弄的人往往被称作“四
月的傻瓜”。 
 
      愚人节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古罗马时期的“嬉乐节”（3月25日）及
欧洲中世纪时的“傻瓜节”（12月28日），被看做是愚人节的前身。 
在愚人节当天，不分男女老幼，可以互开玩笑、互相愚弄欺骗以换得娱乐。 

 



复活节 



复活节 

复活节（Easter），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节日，西方信基督教的国家都
过这个节。在西方教会传统里，春分之后第一次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即为复活节。东方教会则规定，如果满月恰逢星期日，则复活节再推迟一
周。因此，节期大致在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复活节是最古老最有意义
的基督教节日之一，庆祝的是基督的复活，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每年都要举
行庆祝。 
 
复活节还象征重生和希望。 
 
从2011年至2020年的复活节具体日期如下:2011年4月24日、2012年4月8
日、2013年3月31日、2014年4月20日、2015年4月5日、 2016年3月27
日、2017年4月16日、2018年4月1日、2019年4月21日、2020年4月14
日........ 
  



复活节 





母亲节 

母亲节起源于希腊，古希腊人在这一天向希腊神话中的众神
之母赫拉致敬。在17世纪中叶，母亲节流传到英国，英国人
把封斋期的第四个星期天作为母亲节。在这一天里，出门在
外的年青人将回到家中，给他们的母亲带上一些小礼物。 



Father’s Day 



Father’s Day 



10月31日 



Trick or Treat! 
  不请客就捣乱 



Trick or Treat! 
  不请客就捣乱 













Which one do you like best？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聊一聊 



Which one do you like best？ 

聊一聊 



•When is spring festival？ 
 
The spring festival is on the first day of 
lunar （阴历） January. 



基数词              序数词 （缩写）           月份 
one                    first                    January  
two                  second                 February  
three                third                    March 
four                 fourth                   April 
five                    fifth                      May 
six                     sixth                     June 
seven              seventh                  July 
eight                eighth                  August 
nine                  ninth                 September 
Ten                   tenth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date  /deɪt/  n. 日期 
lunar   ['luːnə]  adj. 阴历的 
festival ['festɪv(ə)l]  n. 节日adj. 节日的 
dumpling ['dʌmplɪŋ]  n. 饺子 
sweet soup balls  汤圆 
traditional Chinese rice-pudding  
Zongzi  粽子 
valentine   ['væləntaɪn]  n. 情人；情人节礼物 
halloween   [,hæləu‘i:n] n.万圣节 
Santa Claus   ['sæntə,klɔ:z]  n .圣诞老人 
 
 
 



             Homework 

1. 掌握中外节日的英文名称和习俗 
 
2. 了解阴阳历日期的英文表达方式 

 
3. 试着完成下一页PPT中的填空内容。 

 



             Homework 
请同学们试着完成下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