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lingo Chinese

你没看出来吗？

You didn’t see it ?



1

2

3

4

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Cultural Note

How do the two pictures look?

唐装 Tang Suit

西服运动服选择骑马比赛

Verb+上下进出回过起+来/去

Can you find 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ictures?



Warm-up

词汇：楼上 楼下 一辆车 拿 把 伞

语法：上来/去 下来/去 进来/去 出来/去 回来/去 过来/去 起来

我们在楼上等你呢，你上来吧。

谁在外边？你出去看看。

老师进教室来了。

我上楼去。



Warm-up



Warm-up



Warm-up



Warm-up

Can you find 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ictures?



Words

西服 xī fú   

选择 xuǎn zé    

n. suit

v. choose; select

我选择穿运动服。
今年你选择去哪儿玩？

运动服 yùndònɡ fú

n. sportswear



Words

骑 qí   

比赛 bǐ sài  

v. ride

n. competition

v. compete 

骑马
骑自行车

骑马比赛
我们比赛跑步吧。



朋友：我们骑马比赛的照片，我选了几张洗出来了。
Wǒmen qímǎ bǐsài de zhàopiàn，wǒ xuǎn le jǐ zhānɡ xǐ chūlɑi le.

小丽：我看看，骑得最快的这个是谁？
Wǒ kànkɑn，qí de zuì kuài de zhè ɡe shì shuí? 

朋友：你没看出来吗？他是小刚啊。
Nǐ méi kàn chūlɑi mɑ? Tā shì Xiǎoɡānɡ ɑ. 

小丽：怎么看上去跟现在不太一样？
Zěnme kàn shànɡqu ɡēn xiànzài bú tài yíyànɡ.  

朋友：他上班穿西服，比赛的时候穿的是运动服。

Tā shànɡbān chuān xīfú，bǐsài de shíhou chuān de shì yùndònɡ fú. 

Text



Notes

Compound Complements of Direction：❶

Verb  +   上下进出回过起 + 来/去

① 小狗从房间跑出来。
Xiǎo gǒu cóng fángjiān pǎo chū lái.

② 站起来休息一会儿吧。
Zhàn qǐlái xiūxi yí huìr ba.

③ 行李箱我给你带过去吧。
Xíngli xiāng wǒ gěi nǐ dài guò qù ba.



Would you 
come over here?
“走”

Can you make sentences with the phrase？

Exercise

I  take my 
camera there.
“帮” “带”



Notes

Compound Complements of Direction：❷

① 他 拿 出来 一本新书。

② 哥哥 买 回来 一个西瓜。

③ 帮我 拿 过来 一把伞。

Verb  +  上下进出回过起 + 来/去 +  Noun



完成句子 Complete the sentences.

Exercise

行李箱 上去 邮件 出去



Exercise

脱 tuō take off 爬 pá climb

完成句子 Complete the sentences.



Notes

Compound Complements of Direction：❸

① 老师 走 进 教室 来。

② 他 跑 进 商店 去。

③ 我们 走 出 电影院 来了。

Verb  +  上下进出回过起 +  Noun  + 来/去

Indicates location/place, noun must be in the center.



Notes

Compound Complements of Direction：

① 老师 走 进 教室 来。

② 她 拿 出 一张地图 来。

③ 我 搬 出 我的行李箱 来。

Verb  +  上下进出回过起 +  Noun  + 来/去



完成句子 Complete the sentences.

Exercise

例：小狗 出去 房间 —— 小狗跑出房间去。

①小明 回来 几瓶可乐

②小刚 进去 办公室

③我们 过去 一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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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女儿第一次 马的时候非常害怕(afraid)。
Nǚ ér dì yí cì______mǎ de shí hou fēi cháng hài pà.

② 今年夏天你 去哪儿旅游？
Jīn nián xià tiān nǐ_____qù nǎr lǚ yóu？

③ 你今天怎么穿了 ？
Nǐ jīn tiān zěn me chuān le____？

④ A：这是球赛结束后我们照的照片，你看照得怎么样？
Zhè shì qiú sài jié shù hòu wǒ men zhào de zhào piàn ， nǐ kàn zhào dé zěn me yàng？

B：球赛？你参加足球 了？
Qiú sài ？ nǐ cān jiā zú qiú____le？

西服 选择 骑 比赛

Exercise



西服 运动服 选择 骑马 比赛

Verb+上下进出回过起+来/去

Remember me

Summary



Application

这两张图看上去怎么样？

zhè liǎng zhāng tú kàn shàng qù zěn me yàng ？

Please use 着，上来 / 上去 to decribe the two pictures. 



唐装 Tang Suit

The tang suit was so coined first at Chinatown 

outside of China.Nowadays,the tang suit is 

people's first choice on festive occasions.At

weddings,birthday parties for elderly people 

and the New Year,we can witness people 

wearing tang suit of different types.

Culture



汉字 Character



汉字 Character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