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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他都认识五年了

I’ve known him for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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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同事 以前 银行 久 感兴趣

Part2 Texts& grammar： 对……感兴趣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爱好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Warm-up

你见到一位老朋友？你会和他说点儿什么呢？



Word1-3

tóng shì

同事
(n.)

colleague

yǐ qián

以前
(n.)

music

yín háng

银行
(n.)

bank



Word-4

久
(adj.)

for a long time, 

long

感兴趣
(v.)

to be 

interested in

不感兴趣

对…很感兴趣

多久

你去了多久？

好久不见



以前 同事 银行 了

1.  请问＿＿要怎么走？我想去取钱。

2.  来中国＿＿，我学了一年汉语。

3.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小王。

4.  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年＿＿。

练习1 Exercise1

yǐ qián tóng shì yínháng le

qǔqián

jièshào



1. 你来我家玩儿。1. 你来我家玩儿。

刚才刚才

2. 你们认识多 了？2. 你们认识多 了？

3. 下个月我就要 了。3. 下个月我就要 了。

欢迎 兴趣 结婚 久

4. 我想请你去听音乐会，不知道你对音乐有没有 ？4. 我想请你去听音乐会，不知道你对音乐有没有 ？

huān yíng xìng qù jié hūn jiǔ

rèn shi

yīn yuè huì yīn yuè 



同事：这个帅帅的新同事是谁？

小丽：那是小刚。

同事：他刚来北京吗？

小丽：不，他在北京工作了三年了。

同事：以前他在哪儿工作？

小丽：他在银行工作了两年以后来的我们公司。

同事：你们不是也刚认识吗？

小丽：我跟他都认识了五年了。

课文1 Text 1



根据课文判断对错：

小刚长得很帅。1.

2.2. 小刚在北京工作三年了。小刚在北京工作三年了。

3.3. 来小刚的公司前，小丽在银行工作了两年。来小刚的公司前，小丽在银行工作了两年。

问题 Question

shuài

yínháng



V+了+一刻钟/半个小时/三个月
indicates the duration of time

她工作了三年。

我们坐了一个小时公共汽车。

我们唱了两个小时歌。

语法1 Grammar 1

Tā gōng zuò le sān nián。

Wǒ men zuò le yī gè xiǎo shí gōng gòng qì chē 。

Wǒ men chàng le liǎng gè xiǎo shí gē。



电影： 120分钟



跑步



V+了+一刻钟/半个小时/三个月+O+了
indicates the duration of time which still going on

我学习了一年汉语了。

她看了半个小时电视了。

他们游了二十分钟泳了。

Wǒ xué xí le yī nián hàn yǔ le

Tā kàn le bàn gè xiǎo shí diàn shì le

Tā men  yóu le èr shí fēn zhōng yǒng le



练习2 Exercise2



睡 觉



课文2 Text 2

同事：周末你跟小丽去哪儿玩儿了？

小刚：我们去唱歌了。

同事：你们唱了多久？

小刚：我们唱了两个小时歌，晚上还去听音乐会了。

同事：你们都对音乐感兴趣吗？

小刚：她对音乐感兴趣，我对她更感兴趣。

tóng shì ： Zhōu mò nǐ gēn xiǎo lì qù nǎ ér wán ér le ？

xiǎo gāng ：Wǒ men qù chàng gē le 。

tóng shì ：Nǐ men chàng le duō jiǔ ？

xiǎo gāng ：Wǒmen chàng le liǎng gè xiǎoshí gē ，wǎnshàng hái qù tīng yīnyuèhuì le 。

tóng shì ：Nǐ men dōu duì yīn yuè gǎn xìng qù ma ？

xiǎo gāng ：Tā duì yīn yuè gǎn xìng qù ，wǒ duì tā gèng gǎnxìngqù 。



小刚和小丽都对音乐感兴趣。小刚和小丽都对音乐感兴趣。1.1.

2.2. 小刚和小丽周末去唱歌，并听了音乐会。小刚和小丽周末去唱歌，并听了音乐会。

3.3. 小刚和小丽才刚认识就要结婚了。小刚和小丽才刚认识就要结婚了。

问题2 Question 2

gǎnxìngqù 

Zhōu mò 

jié hūn



•对……感兴趣/对……有兴趣

她对音乐感兴趣，我对他更有兴趣。

同学们都对汉语有兴趣，你们对音乐感兴趣吗？

语法2 Grammar 2

duì ……gǎn xìng qù /duì ……yǒu xìng qù 

Tā duì yīn yuè gǎn xìng qù ，wǒ duì tā gèng yǒu xìng qù 。

Tóng xué men dōu duì hàn yǔ yǒu xìng qù ，nǐ men duì yīn lè gǎn xìng qù ma



我对打篮球不感兴趣/没有兴趣。

•对……不感兴趣/对……没有兴趣

我对数学(n. math)没有兴趣/不感兴趣。



A：都 了，快去睡觉吧。

B：我在玩儿十分钟。

A：你已经玩儿了好几个小时了，不累吗？

B：我 打游戏特别 ，一点儿也不累。

A：都 了，快去睡觉吧。

B：我在玩儿十分钟。

A：你已经玩儿了好几个小时了，不累吗？

B：我 打游戏特别 ，一点儿也不累。

差五分十二点差五分十二点 感兴趣感兴趣 对对

练习5 Exercise5

Dōu______le ，kuài qù shuì jiào ba 。

Wǒ zài wán ér shí fèn zhōng 。

Nǐ yǐ jīng wán ér le hǎo jǐ gè xiǎo shí le ，bú lèi ma ？

Wǒ _____ dǎ yóu xì tè bié________，yī diǎnr yě bú lèi



A：喂，你在哪儿呢？我已经等了很 了。

B：对不起，我可能还要 一会儿。

A：需要我去 你吗？

B：好。

A：喂，你在哪儿呢？我已经等了很 了。

B：对不起，我可能还要 一会儿。

A：需要我去 你吗？

B：好。

迟到迟到 久久 接接

练习5  Exercise5

Wéi ， nǐ zài nǎ ér ne ？ wǒ yǐ jīng děng le hěn______le 。

Duì bú qǐ ， wǒ kě néng hái yào________yī huì ér 。

Xū yào wǒ qù_______nǐ ma ？

Hǎo 。



课堂活动 Class Activities

例如：我对游泳很感兴趣，我是5岁学会游泳的，到现在已经游了20年了。

To talk about your interests and hobbies you have,when you 

started to have these interests and hobbies and how long 

you have had them.

兴趣爱好 从什么时候开始 到现在多少时间了

游泳(yóuyǒng) 5岁 20年

……

Wǒ duì yóu yǒng hěn gǎn xìng qù ，wǒ shì wǔsuì xué huì yóuyǒng de ，dào xiànzài yǐ jīng yóu le èrshínián le 



汉字



汉字



汉字

偏旁认字

心/忄（xīn）：感(gǎn feeling)愿(yuàn wish)情(qíng emotion )

木（mù）：林(lín forest) 树(shù tree) 椅(yǐ chair)

冫 ： 冰 (bing ice)  冷(lěng cold)       冻 (dòng freeze)



一步走错步步错

Culture corner ——

Common Saying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