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你有什么打算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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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Cultural Note

Talking about the plan for the 

weekend.

鸳鸯锅 Hotpot

周末打算请跟一直着急作业复习
Verb+完/好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Warm-up

词汇：着，拿，认识，正在，知道，笑

语法： Action/state lasting“着”

S +V.+ 着+  Object +（呢）

门开着 呢。

我穿着 红色的裙子 。

Action/state happening“正（在）”

S +正/在/正在+V.+  Object  +（呢）

我 正在 吃 饭。

他 正在 看 电视 呢。



Warm-up



Warm-up



Warm-up



Warm-up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Words

一直

着急

作业

复习

adv. all the time

adj. worried,anxious 

n. homework

v. to review



妈妈：你一直玩儿电脑游戏，作业写完了吗？

儿子：都写完了。

妈妈：明天不是有考试吗？你怎么不着急？

儿子：我早就复习好了。

Texts

周日晚上



The Complement of Result “完”

Notes

作业写完了。

作业写完了吗？

作业没有写完。

Q

A1

A2

V+完+了+吗/没有？

V+完+了

没有+V+完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Exercise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Exercise



Exercise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Words

周末

请

打算

跟

n.weekend

v. entertain; treat

n/v. plan;to intend

prep. with



小丽：周末你有什么打算？

小刚：我早就想好了，请你吃饭、看电影、喝咖啡。

小丽：请我？

小刚：是啊，我已经找好饭馆了，电影票也买好了。

小丽：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跟你去呢。

Texts



The Complement of Result “好”

Notes

找 好 买 好想 好 Verb+好

①今晚的电影小刚已经买好票了。

②饭还没做好，请你等一会儿。

③你准备好上课了吗？

Jīn wǎn de diàn yǐng xiǎo gāng yǐ jīng mǎi hǎo piào le 。

Fàn hái méi zuò hǎo ，qǐng nǐ děng yī huìr 。

Nǐ zhǔn bèi hǎo shàng kè le ma ？



完成句子 Complete the sentences.

Exercise

①我不能跟你出去玩儿，明天的课我还没 。

②我们打算去旅游，我已经 火车票了。

③快 衣服，我们准备出门了。

Wǒ bùnéng gēn nǐ chū qù wánr ，míng tiān de kè wǒ hái méi

Wǒ men dǎ suàn qù lǚ yóu ，wǒ yǐ jīng  huǒ chē piào le 。

Kuài     yī fú ，wǒ men zhǔn bèi chū mén le 。



③ 选词填空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fill in the blanks.

① 你写完 了吗？

② 上个 我们去朋友家玩儿了。

③ 他说他想 我吃饭，但是没钱。

④ 明天我要上课，不能 你们一起去玩儿。

⑤ A：考完试你有什么 ？

B：我还没想好。

打算

作业

周末

请

跟

Exercise

Nǐ xiě wán   le ma ？

Shàng gè        wǒ men qù péng yǒu jiā wánr le 。

Tā shuō tā xiǎng         wǒ chī fàn ，dàn shì méi qián 。

Míng tiān wǒ yào shàng kè ，bùnéng        nǐ men yī qǐ qù wán r 。

Kǎo wán shì nǐ yǒu shén me

Wǒ hái méi xiǎng hǎo 



周末 打算 请 跟

一直 着急 作业 复习

Verb+完/好

Remember me

Summary



Application

① Talking about the plan for the weekend.

 看电影

 请朋友吃饭

 玩电脑游戏

 在家里休息

kàn diàn yǐng 

qǐng péng yǒu chī fàn

wán diàn nǎo yóu xì

zài jiā lǐ xiū xī



汉字 character



汉字 character



鸳鸯锅 Hotpot

In China,the most common hotpot is 

called“yuanyangguo”.When people 

enjoy the dish of hotpot,some like it 

spicy,some do not.Therefore,a new 

type of pot was invented.The pot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with one part 

light broth and the other spicy broth.

Culture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