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re are too much  homework to do,

I haven’t finish them.

.

作业太多，我还没做完。

Gōng zuò tài duō,    wǒ hái méi zuò wán？



fù    xí 

复 习



hǎo chī

好吃

yáng ròu 

羊肉

miàn tiáo

面条

yóu yǒng  

游泳

dāng rán  

当然

yīn wèi  

因为

suǒ  yǐ

所以

yīn cǐ 

因此



wèi shén me       zěn me 

为什么 怎么

Nǐ zěnme bù gāoxìng le？

你怎么不高兴了？

Jīntiān wèishénme zhème rè？

今天为什么这么热？

Nǐ wèishénme bù gāoxìng le？

你为什么不高兴了？

Jīntiān zěnme zhème rè？

今天怎么这么热？

Tāmen zěnme chǎojià le？

他们怎么吵架了？

Wài miàn wèishénme zhème duō rén?

外面为什么这么多人？



yīn wèi         suǒ  yǐ              yīn cǐ  

因为 所以 因此

Yīnwèi tā měi tiān dōu pǎobù, suǒyǐ tā hěn jiànkāng 。

因为他每天都跑步，所以他很健康。

Tā měi tiān dōu pǎobù, yīn cǐ，tā hěn jiànkāng 。

他每天都跑步，因此，他很健康。

Yīnwèi tā shēngbìng le ， suǒyǐ méiyǒu lái shàng kè 。

因为他生病了，所以没有来上课。



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 homework?  



shēng cí

生 词



tiào wǔ 

跳舞
dance

chàng gē 

唱歌
sing

xiě zuò yè  

写作业
do homework



(1)她的腿断了，不能________。

(2)我要先________，再踢足球。

(3)我喜欢听歌，但不喜欢_______。

chàng gē 

唱歌
tiào wǔ 

跳舞
xiě zuò yè  

写作业
Tā de tuǐ duàn le ， bù néng

Wǒ yào xiān                      zài tī  zú qiú 

Wǒ  xǐhuan tīng gē ， dàn bù xǐhuan



(1)她的腿断了，不能___跳舞_____。

(2)我要先__写作业___，再踢足球。

(3)我喜欢听歌，但不喜欢___唱歌___。

chàng gē 

唱歌
tiào wǔ 

跳舞
xiě zuò yè  

写作业
Tā de tuǐ duàn le ， bù néng  tiào wǔ

Wǒ yào xiān  xiě zuò yè zài tī  zú qiú 

Wǒ  xǐhuan tīng gē ， dàn bù xǐhuan chàng gē



duì cuò  

对错
true or false

dì yī 

第一
No.1

wèn tí 

问题
question



(1)好好学习，才能知道作业的________。

(2)今天的作业真难，我有很多________。

(3)这不是我________次学中文。

dì yī 

第一
duì cuò  

对错
wèn tí 

问题
Hǎo hǎo xué xí，cái néng zhī dào zuòyè de 

Jīn tiān de zuò yè zhēn nán ， wǒ yǒu hěn duō 

Zhè bú shì wǒ                  cì xué zhōng wén



(1)好好学习，才能知道作业的_对错___。

(2)今天的作业真难，我有很多__问题___。

(3)这不是我__第一__次学中文。

dì yī 

第一
duì cuò  

对错
wèn tí 

问题
Hǎo hǎo xué xí，cái néng zhī dào zuòyè de duì cuò

Jīn tiān de zuò yè zhēn nán ， wǒ yǒu hěn duō wèn tí 

Zhè bú shì wǒ dì yī cì xué zhōng wén



昨天第一天上学，怎么样？

Zuó tiān dì yī  tiān shàng xué，zěnme yàng ？

Hái hǎo，jiù shì zuòyè yǒu diǎnr duō 。

还好，就是作业有点儿多。

那都写完了吗？

Nà dōu xiě wán le ma ？

作业太多了，我还没写完。

Zuòyè tài duō le,wǒ hái méi xiě wán 。



yǔ fǎ
语 法



Dì                        yī                                  cì                           chàng gē 

第 一 次 唱歌
Dì                      sān                                 běn                            shū 

第 三 本 书
Dì                        èr                                   gè                            wèntí 

第 二 个 问题

Indicating Order “第~”



这里有五个苹果，第一个是红色的，_______是黄色的，

绿色的是_________。

Zhè lǐ yǒu wǔ gè píngguǒ，dì yī gè shì hóng sè de ，

lǜ sè de shì

shì huáng sè de 



这里有五个苹果，第一个是红色的，第四个是黄色的，

绿色的是第二个。

Zhè lǐ yǒu wǔ gè píngguǒ，dì yī gè shì hóng sè de ，

lǜ sè de shì

shì huáng sè de 



Wǒ                      xiě wán zuò yè                        le 

我 写 完 作业 了
Xiǎo nǚ hái        zhǎo dào jiā                           le 

小女孩 找 到 家 了
Wǒ                      tīng          jiàn tā shuō de huà   le 

我 听 见 他说的话 了

The Complements of result. 



Wǒ                              xiě wán zuò yè                  

我 没(有) 写 完 作业
Māma                          zuò hǎo  fàn                      

妈妈 没(有) 做 好 饭
Wǒ                              zǒu cuò  lù                        

我 没(有) 走 错 路

The Complements of result. 



liàn  xí 

练 习



小蝌蚪____________妈妈。

Xiǎo kēdǒu                                   māma

Xiǎo kēdǒu                                 māma le

小蝌蚪____________妈妈了。

(Small tadpoles)

找
zhǎo



小蝌蚪___没找到___妈妈。

Xiǎo kēdǒu                                   māma

Xiǎo kēdǒu                                 māma le

小蝌蚪____找到____妈妈了。



我____________他说的话。

你听见了吗？

Wǒ                                   tā shuō de huà 

Nǐ tīng jiàn le ma?



我__没听见___他说的话。

我听见__他说的话_____了。

Wǒ                                   tā shuō de huà 

Wǒ tīng jiàn                                           le  



xiě hàn zì 

写汉字



汉字 Character



xiè xie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