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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搬家了。
I moved my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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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搬家 附近 环境 安静
突然 左右

Part2 Texts& grammar：概数
两三点 三四个 八点左右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Warm-up

你怎么去上班？走路？坐车？骑自行车?



Word-1

bānjiā

搬家
(vp.)

move home
搬家公司 搬家工人

我明天搬家。

去年我们搬了两次家。

他们家搬到美国了。



Word-2

fùjìn

附近
(n.) nearby;

vicinity

附近的人 附近的商店

我家附近有一个书店。

厕所就在附近。



Word-3

fānɡbiàn

方便
(adj.)

convenient

很方便 不方便

我家附近有个大超市，买菜很方便。

我明天坐地铁上班，很方便。



Word 4-5

zìxíngchē

自行车
(n.)

bike

qí

骑
(v.)

ride (an animal or 
bicycle)

骑马

骑自行车

骑摩托车(mó tuō chē：motorcycle)



Word 6-7

huánjìnɡ

环境
(n.)

environment

自然(zì rán)环境：natural environment.

环境很美 环境不错

安静的环境

ānjìnɡ 

安静
(adj.)

quiet



Words

搬家

附近

方便

骑

自行车

环境

安静

Choose the proper word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同事：听说你 搬家了？
Tóng shì ：Tīngshuō nǐ bānjiā le ？
小丽：是啊，我搬到公司附近了，走路二十分钟就到。
Xiǎo lì： Shì ā， wǒ bān dào gōng sī fù jìn le ，zǒu lù èr shí fèn zhōng jiù dào。

同事：那很 方便啊。
Tóng shì：Nà hěn fāngbiàn ā .

小丽：我还打算买辆自行车，骑车七八分钟就能到。
Xiǎolì：Wǒ hái dǎ suàn mǎi liàng zì xíng chē，qí chē qī bā fèn zhōng jiù néng dào。

同事：新家环境怎么样？
Tóng shì： Xīn jiā huán jìng zěn me yàng？

小丽：环境不错，也很安静。
Xiǎo lì：Huán jìng bú cuò，yě hěn ān jìng。

Text 1



Grammar  1

Expression of Approximate Number 

一两 /两三 /三四……

七八朵花

两三朵红色的花

十二三片叶子



我每 天学习一两个 小时 汉语。
I study Chinese for one or two hours everyday.

麦克每周锻炼三四天。
Mike does exersises  three or four days every week.



楼下有八辆或者九辆自行车。

这些东西要三十或者四十块。

他买了四瓶或者五瓶可乐。



楼下有八辆或者九辆自行车。 楼下有_____辆自行车。

这些东西要三十或者四十块。 这些东西要______块。

他买了四瓶或者五瓶可乐。 他买了______瓶可乐。



Ø 你昨天学习了多长时间？

Ø 你昨晚睡了几个小时？

Ø 你现在身上有多少钱？

Ask & Answer



☆完成句子。

u 这辆自行车 。

u 今天的作业我 能做完。

u 我有 条黑色的裤子。

Exercise 1



Word-8

tūrán

突然
(adj.)

sudden, 
unexpected 小孩哭得很突然。

老师突然生病了。



同事：咱们也买 辆车吧。
Zán men yě mǎi liànɡ chē bɑ。

丈夫：你怎么突然想起来买车了？
Nǐ zěn me  tū rán xiǎnɡ qǐ lái mǎi chē le ？

同事：有车会很方便。我们可以买辆十万左右的，
Yǒu chē huì hěn fānɡ biàn. Wǒ men  kě yǐ mǎi liànɡ shí wàn zuǒ yòu

买 辆 黄 色的好不好？
de，mǎi liànɡ huánɡ sè de  hǎo bu hǎo ？

丈夫：我觉得蓝色的好。
Wǒ jué de  lán sè de  hǎo.

Text 2



Expression of 
Approximate Numbers 2:左右

Grammar  2

三点左右：around three o'clock

五个左右：about five

十年左右：ten years or so

我十点左右要去上课。

Num.+Measure w.+左右



Examples

Wǒ men ɡōnɡ sī yǒu wǔ bǎi  rén zuǒ yòu.

我 们 公 司有五 百人 左 右。
Zhè tái diàn nǎo wǔ qiān kuài zuǒ yòu.

这台电 脑 五 千 块 左 右。
Zhōu mò wǒ yì  bān shí diǎn zuǒ yòu  qǐ chuánɡ.

周 末 我一般十点 左 右 起 床。



Complete the dialogues.
A：你每天几点睡觉？
B： 。
A：你学了多长时间的汉语了？
B： 。
A：从你家到学校坐多长时间车？
B： 。

Exercise 2  



Tell me the price. 

Something Price
手机 2000块左右
电脑

？自行车

蛋糕

Exercise 3  



Exercise 4  

例如：今天来了八九个/十个左右学生。

（1）我有 条黑色的裤子。

（2）今天的作业我 能做完。

（3）这辆自行车 。

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the expression of 
approximate number. 



课堂活动 Class Activities
• You Held a party  at your home.

Key words：

左右 about，more  or less 啤酒 píjiǔ beer

附近 near，nearby 离开 lí kāi leave

1. To invite friends to attend your party

What time and where?      “左右”    “附近”

2. To describe the party：

How many friend came to your party?
How many beer  did you drink?

How much money did you paid?

What time did they leave your home?



你喜欢怎么样的居住环境？
What kind of living environment do you like.

u孟母三迁。Mèngmǔ sānqiān
Mencius’ mother moves her home three times to better her son’s education.

Culture corner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