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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I’ll go wherever you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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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安静 可乐 马上 洗手间

Part2 Texts& grammar： 疑问代词活用 2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Warm-up

下面哪些是疑问代词？

哪儿 谁

就怎么 我们

什么



Word1-3

ānjìng
安静
(adj.)
quiet

kělè
电梯
(n.)

elevator

yīhuìr
一会儿

(n.)
a moment



Word4-6

xǐshǒujiān
洗手间

(n.)
bathroom, 
restroom

mǎshàng
马上

(adv.)
Immediat

ely, at 
once

hàipà
害怕
(n.)

to be 
afraid, to 
be scared



Word7-8

yòu
又

(adv.)
again

zài
再

(adv.)
again



同 事：听说你最近打算买房子？。
yòu zài

小 丽：是，昨天去看了看，今天又去，明天还要再去看看。
mǎn yì

同 事：都不满意吗？
diàn tī

小 丽：一个没有电梯，不方便。另一个有电梯，但是在二十层。

céng
同 事：二十层怎么了？

hài pà
小 刚：太高了，往下看多害怕啊。

Text 1



Grammar 1

“又”and “再”
The adverbs “又” and “再” can both be put 
before a verb to indicate the recurrence of an 
action or a situation.



1.	上个星期我买了一条裤子，昨天又买了一条。

2.	你上午已经喝了一杯咖啡了，下午怎么又喝一杯？

又+V = has already happened



1.	你只吃了一点，再吃一点吧。

2.	家里只有一个面包了，我们再买一些吧。

再+V = has not happened yet



Complete the sentences.

Exercise1

1.	你怎么 _____	买了这么多水果，昨天不是刚买吗？

2.	我上个月去了北京，下个月想 _____	去一次。



Complete the sentences.

Exercise1

3.	刚才我去找他，他没在办公室，我一会儿 _____	去。

4.	小刚，你昨天迟到，今天怎么 _____	迟到了？



小 丽：小刚，我们坐哪儿？

小 刚：你坐哪儿我就坐哪儿。
ān jìng

小 丽：坐在这儿，这儿安静。你想喝什么饮料。

小 刚：你喝什么我就喝什么。
kě lè yī huìr mǎ shàng

小 丽：喝可乐吧。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小 刚：你去哪儿？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xǐ shǒu jiān

小 刚：我去洗手间。

Text 2



Grammar 2

Interrogative Pronouns &“就”
In Chinese, “就” can be used between two of 
the same interrogative pronouns.

Interrogative Pronoun+ 就+Interrogative Pronoun
想吃什么 就 吃什么
你吃什么 我就 吃什么



1.	什么东西便宜我就买什么。

2.	你哪天有时间就哪天来我家吧。

3.	你坐哪儿我就坐哪儿。



Complete the dialogues.

Exercise1

1.	你想喝点儿什么？

——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想买点儿什么？

——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ercise 1

3.	我们什么时候去爬山？

—— 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想跟谁一起去游泳？

—— _____________________。

Complete the dialogues.



Exercise 4

用所学的词语填空

小丽昨天去看了房子，今天 _____ 

去看了看，那套房子周围很

_____ ，一点儿都不吵，而且有

_____ ，但是太高了，小丽觉得从

二十层往下看 _____ 。最后，她

决定明天 _____ 去看看其他房子。



课堂活动 Class Activities

Answer the questions using the structure 

“Interrogative Pronoun+就+ Interrogative  

Pronoun”.

问 答

1 你打算去哪儿旅游？ 哪儿好玩我就去哪儿。

2 什么时候去？

3 怎么去？

4 跟谁去？

5 住在哪儿？

6 到了旅游的地方吃什么？



站得高，看得远 zhàn de gāo kàn de yuǎn

Culture corner

It means the one who stands higher takes a broader view. It 
is also used metaphorically to indicate that we should view 
a problem from more than one aspect to obtain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it.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