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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say the words out loud.

Review



A.骑马 B.安静 C.搬家

Review 

2.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A.帽子 B.裙子 C.裤子

Review 



3.Fill in the measure words.

Review 

①一 裤子 ②一 帽子

③两 伞 ④一 比赛

⑤三 椅子 ⑥几 办公室



4.Look at the pinyin and write down the characters.
Then try to make sentences using the words.

rùkǒu sǎn fàngxīn

zǒngshì fāngbiàn huòzhě

Review 



Review 

出口入口放舒服 或者

容易难 把 拿 最 跑步

胖瘦 最近 条 总是甜 放心

方便 附近 骑 环境 安静



Warm-up

Will you introduce your girlfriend/boyfriend to
a handsome guy or a pretty girl? 



línjū

邻居
(n.)

neighbor

tónɡ shì

同事
(n.)

colleague

Word 1-2



Word 3-4

liǎo jiě 

了解
(v.)

Know,
acquaintance,

understand

ɡuān xi

关系
(n.)

relation

yì zhí

一直
(adv.)

all along

我了解我的朋友，他不吸烟、不喝酒。

我们关系非常好。

我们一直都是公司最好的员工。

àihào

爱好
(n./v.)

hobby; like,
be fond of



Texts

小方： 小丽，那个高高的男人是你的同事吗？你对他了解吗？
liáojiě

小丽：我们以前是邻居，后来是大学同学，关系 一直不错。
líng jū guānxi yìzhì

小方：他喜欢做什么？

小丽：他有很多爱好，唱歌、画画儿、踢足球……
ài hào

小方：真的？那你介绍我们认识认识吧。
rènshi rènshi

小丽：不行，现在他是我的丈夫。



动词重叠(Reduplication of verbs)
Used in an easy and casual tone in spoken Chinese to express a 

short period,small quantity,slightness and attempts

Form 1 ：

A      AA=A一A ; A       A了A=A了一A

“A” stands for a one-character verb.

Grammar 1



Nǐ shì shì shì yi shì.
你试 试 —— 你试 一试。

wǒ xiǎnɡ le xiǎnɡ    wǒ xiǎnɡ le    yi xiǎnɡ
我 想 了 想 —— 我 想 了 一 想

Notes:  V.V. + (Num.+M. phrase)  ×

老师说了说。√        老师说了二十分钟。 √ 老师说了说二十分钟。×

我问问。 √ 我问一下。 √ 我问问一下。×
(adv. of time:正在/一直/已经) + V.V.  ×

我正在读课文。 √ 我正在读读课文。 ×
我已经看了这本书。 √ 他已经看了看这本书。 ×



Form 2：

AB ABAB 
“AB” stands for a two-character word.

学习 学习学习

了解 了解了解

认识 认识认识

介绍 介绍介绍

那你介绍我们认识认识吧



检查 (jiǎn chá)——？

介绍——？锻炼(duànliàn) ——？

Exercise 1

打扫(dǎ sǎo)——打扫打扫

Use the words below to describe these actions，and make sentences.



Grammar 2

形容词重叠(Reduplication of Adjectives)
Some adjectives can be reduplicated and the reduplications 

increase degrees or express feelings of fondness and kindness.

Form 1:

A      AA的
“A” stands for a one-character adjective.

高高的男人。（很高）

她的眼睛大大的。（很大）

她的头发长长的,黑 黑的。(很长很黑)



Instruction: AA的

Exercise 2



Lǎorén rènrenzhēnzhen de    bǎ bàozhǐ kàn le   yí biàn.

老人 认认真真 地把报纸看了一遍。（很认真）

Form 2:

AB       AABB
“A” stands for a one-character adjective.



①完成句子。

我不太舒服，我想去医院 。

太累了，我们 吧。

房间不太干净，我们 吧。

Exercise 3 



Use the right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1. 她的男朋友个子 。

A 甜甜的 B 长长的 C  高高的

2. 他的女朋友头发 。

3. 这个蛋糕 ，真好吃。



A：你的家乡美吗？

B：很美，有 的山，还有 的河。（高、长）

A：这么多的作业什么时候能做完啊！

B:   ，别着急。（慢）

A：冰淇淋好吃吗？

B：好吃， 。（甜）

Finish the dialogue,with“AA的”.



A：同学们都在学习吗？

B：对，快考试了，他们都在 地复习。（认真）

A：明天我就要去中国了。

B：是吗？希望你在中国每天都过得 的。（开心）

A：今天是中秋节。

B：你看，今晚的月亮 的， 的。（大、圆）



用“AA的”描述(describe)一下自己。

例如(for example)：

我白白的，瘦瘦的，个子高高的，脸圆圆的，

眼睛小小的，鼻子高高的，头发黑黑的、长长的......

课堂活动 Class Activities



Culture corner 

u站得高，看得远。Zhàn de gāo，kàn de yuǎn
The higher you stand, the farther you’ll see.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