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Let’s have dinner together.



Instructions

• Warm-up

• Words & Dialogues

• Grammar & Exercise



热身 Warm-up

你知道什么中国菜？中国菜好吃吗？
Nǐ zhīdào shénme zhōngguó cài?zhōngguó cài hǎochī ma?

Which Chinese food do you know? Is Chinese food delicious?



猫

生词 Words

cān tīng

餐厅
n.

restaurant

zhīdào

知道
v.

to know

tīngshuō

听说
v.

it said that,

hear about

我不知道她是谁。 这个中餐厅的菜很好吃。 我听说你们学校有很多学生。



猫

Words

jiāchángcài

家常菜
n.

home cooking  

xǐhuān

喜欢
v.

like，be fond of

là

辣
adj.

hot,spicy

我喜欢吃冰淇淋。 这道菜非常辣。这些家常菜我都会做。
dàobīng qí lín

酸 suān sour 

甜 tián sweet

苦 kǔ bitter

咸 xián salty



猫

生词 Words

hóngshāoqiézi

红烧茄子
n.

braised eggplant

qīngzhēngyú

清蒸鱼
n.

steamed fish

báiqiējī

白切鸡
n.

plain chicken



A：晚上你想去哪儿吃饭？

B：不知道，你呢？

A：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知道有一家新开的中餐厅，

听说不错！

B：看来你早就想好了。

A：是的！

在办公室 At office

课文 text 1

tīngshuō bú cuò ！

Bù zhīdào ，nǐ ne ？？

Wǎnshàng nǐ xiǎng qù nǎr chīfàn ？

Wǒmen yī qǐ qù chī fàn ba ，wǒ zhīdào yǒu yī jiā xīn kāi de zhōngcāntīng，

Kàn lái nǐ zǎo jiù xiǎnghǎo le 。

Shì de ！



A：我很喜欢吃中国菜，你呢？

B：我也很喜欢，我觉得四川菜不错。

A：四川菜太辣了，我最喜欢吃的是广东菜。

B：听说中国的家常菜也很好吃！

A：是的，清蒸鱼、红烧茄子、白切鸡……都好吃。

B：是啊，说得我都饿了，快点菜吧。

在餐厅 In the restaurant

课文 text 2

Wǒ hěn xǐhuān chī zhōngguócài ，nǐ ne ？。

Wǒ yě hěn xǐhuān ，wǒ jué de sìchuān cài búcuò 。

Sìchuān cài tài là le ，wǒ zuì xǐhuān chī de shì guǎngdōngcài 。

Tīng shuō zhōngguó de jiāchángcài yě hěn hǎochī ！

Shì ā , shuō dé wǒ dōu è le ，kuài diǎn cài ba 。

Shì de ，qīng zhēng yú 、 hóng shāo qié zǐ、báiqiējī……dōu hěn hǎo chī ，



1. 他们要去哪儿吃晚饭？

2.  B 喜欢吃什么菜？A呢？

3.  有什么好吃的家常菜？

根据实际情况回答问题
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s.

问答 Questions



语言点 Language point

结构助词“的”的用法 the usage of “的”

N./pron./adj./ 的 N.

我 的 爸爸

小王 的 书

学校 的 老师

1. “N./pron.+的+N.” express possess of something。

“Just like “—’s”  to express the possession”

Note：“pron.+的+N.” If the phrase express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or people and organization，“的”can be omitted.

我朋友 我爸爸 我们老师 你们大学 他公司



语言点 Language point

结构助词“的”的用法 the usage of “的”

adj./v./vp. 的 N.

漂亮 的 衣服

坏 的 杯子

美国 的 咖啡

2. “adj./v./vp.+的+N.” express describing or explaining



语言点 Language point

结构助词“的”的用法 the usage of “的”

Note：“……的+N.” If the Noun. is already be mentioned before or known each other, 

the Noun.can be omitted

你的衣服比我的漂亮。 =   你的衣服比我的衣服漂亮。

我有两个儿子，大的八岁，小的六岁

四川菜太辣了，我最喜欢吃的是广东菜。

Nǐ  de  yī fú bǐ wǒ de piāo liàng 。 =   Nǐ de yī fú bǐ wǒ de yī fú piāo liàng 。

Wǒ yǒu liǎng gè ér zǐ ，dà de bā suì ，xiǎo de liù suì 。

Sì chuān cài tài là le ，wǒ zuì xǐ huān chī de shì guǎng dōng cài 。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的”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要”“不想” .

练习 Exercises

你看看，我应该买哪一件？

______，还是白色的？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 Exercises

这儿有两个苹果，_____是我的，

______是你的。

Zhè ér yǒu liǎng gè píng guǒ ， shì wǒ de ，

shì nǐ de。



吃饭了，______排左边，______排右边。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 Exercises

饭： 面：

Chī fàn le , pái zuǒ biān, pái yòu biān 。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 Exercises

你喜欢吃什么鱼？

______ 的,_______的,我都喜欢，你呢？

我只喜欢吃_______。

Nǐ xǐhuān chī shénme yú ？

de                            de , wǒ dōu xǐhuān ，nǐ ne ？

Wǒ zhǐ  xǐ huān chī 。



1.双人活动 fill the form and say some sentences，and make dialogue with partner.

运用 Application

姓名
Name

喜欢吃的口味
taste you like

不喜欢吃的口味
Taste you don’t like

喜欢/不喜欢吃的菜
food you like or dislike

我 辣 酸 水煮鱼/酸菜鱼

爸爸 …… ……

小王



Characters（汉字）

偏旁
Radical

解释
Explanation

例字
Example Characters

女 the radical “女” is related to women
姐 jiě   elder sister

妈 mā   mother

饣 the radical “饣” is related to food
饭 fàn  meal

饮 yǐn  to drink

Chinese Radicals:

nǚ zì pánɡ 

• “女”（ called 女字旁 ）
shí zì pánɡ

• “饣”（ called 食字旁 ）



Characters



Characters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