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op playing.

你 别 玩 了。
Nǐ    bié   wán   le.



fù xí

复习



连一连

1. 天气 (tiānqì)  __________      2. 冷（lěng） ________        3. 习惯（xíguàn）__________ 

4. 斤（jīn） _________     5. 西瓜（xīguā）_______  6. 卖（mài） _________



西瓜______________大。

用“A+比+B adj.”说句子

Xī guā dà 。



左边的西瓜______右边的____。

用“A+比+B adj.”说句子

Zuǒ biān de xī guā yòu biān de 



用“A+比+B adj.”说句子

姚明______刘翔____。

Yáo Míng Liú Xiáng 



用“A+比+B adj.”说句子

她今年______去年____。

Tā   jīn nián                              qù nián 



shēng cí

生 词



bié

别

don’t,do not

Part 1



wán

玩
V. to play 

n. playing

Part 1



zuòyè

作业

homework

Part 1



tí

题

exercise 

Part 1



bǐ      

错

wrong

Part 1



bǐ      

马上

immediately

Part 1



bǐ      

改

to correct

Part 1



jù       zi

句子



妈妈：你别玩了，作业写完了吗？

儿子：写完了，你看。

妈妈：好，我看看，这题写错了。

儿子：哦，我马上改。



语法 Grammar 1

1. The “别”sentence to persuade. 

（1） 别 玩游戏 了。

（2） 别 说太快了。

别...     don't

Bié wán yóuxì   le。

Bié kāi tàikuài le。 Games



Make a persuative sentence  with “别“

Key words：

胖 pàng adj.fat

瘦shòu  adj.thin

练习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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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Grammar 1

1. The “别”sentence to persuade. 

（1）吃完了吗。

（2）看完了吗。

V.+完了吗？ Have you finish/end to do something

Chī wán le ma 。

kàn wán le ma 。



Make a question sentence  with “V.+完了吗“

Key words：

胖 pàng adj.fat

瘦shòu  adj.thin

练习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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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a question sentence  with “V.+完了吗“

Key words：

胖 pàng adj.fat

瘦shòu  adj.thin

练习 Exercise

牙膏

yá gāo



短语 Phrases

你看！ Come to have a look！

我看看. Let me see.



shí     zì

识字



rèn  bǐ  huà ,  xiě  yi  xiě。

认笔画，写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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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èn  bǐ  huà ,  xiě  yi  xiě。

认笔画，写一写。



fù   xí    :    gēn  wǒ  dú

复习：跟我读

Nǐ bié wán yóu xì le.

你别玩游戏了。

作业：写 “别、改、马上、作业”各五遍。
zuò yè ： Xiě  “bié 、 gǎi、 mǎ shàng、 zuòyè ”      gè wǔ biàn 。

bié

别
gǎi

改
mǎ shàng

马上
zuòyè

作业



xiè xie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