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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比 昨天 冷。

Making comparison



Instructions

• Warm-up：Which one is bigger？

• Words & Lessons：天气，习惯，比，西瓜，

苹果，卖，斤

• Grammar & Expressions：A比B+Adj.

A比B+Adj+adv.

• Exercises



复习和作业

Review

还是： or

你喝咖啡还是喝茶。

V.1 O1 +  V.2  （O2）

去 公园 划 船
去 动物园 看 熊猫

他骑自行车 去 公园

Words:  骑 自行车 出去 熊猫

划船 走路 还是



复习和作业



热身Warm-up
Which one is bigger？

Who is colder？



生词 Words 

天气 n. weather 

习惯 .  be accustomed…

be used to

冷 .   cold 

热 .    hot

比 .  than, to   



生词 Words

西 瓜 n. watermelon 

苹 果 n. apple

葡萄 n. grape

香蕉 n. banana



生词 Words

斤 n. jin,a unit of weight 

(=1/2 kilogram) 

卖 v. sell 

半斤 n. half jin

两斤 n. two jins

v. buy



课文 Lesson1

在街上 In  the street

A：今天 天气 真 冷！
。

B：是啊，今天 比 昨天 冷。

A：这儿的天气 你 习惯 了 吗?

B：还 不太 习惯， 这儿比 我家 冷 很多。



9 ℃

语法 Grammar1

1. The “比”sentence（1）

今天的天气 比昨天的天气 冷。

昨天的天气没有今天的天气 冷。
4 ℃



语法 Grammar1

1. The “比”sentence（1）

（1） 今天 比 昨天 冷。

（2） 西瓜 比 苹果 大。

A            比 B       Adj.



语法 Grammar1

1. The “比”sentence（1）

（1） 他 没有 我 帅。

（2） 香蕉 没有 苹果 好吃。

A           没有 B       Adj.



练习 Practice

Compare two people using the“比”sentence. 

Key words

高 adj.tall

矮 adj.short



练习 Practice

Compare two people using the“比”sentence. 

Key words

胖 pàng adj.fat

瘦shòu  adj.thin



课文 Lesson1

在商店 At a store

A：今天的西瓜怎么卖？

B：三块五一斤。

A：比昨天便宜五毛。

B：是，苹果 也 比 昨天 便宜 一点儿。



语法 Grammar2

2. The “比”sentence（2）

这儿 比 我家 冷 很多。

今天 比 昨天 便宜 五毛。

A    + “比” + B  + adj.+ degree

（Adv./ num.-measure phrase）
很多，一点儿，不少.... 一个



练习 Practice 2

2. The “比”sentence（2）

A    + “比” + B  + adj.+ degree

（Adv./ num. +measure phrase）

哥哥七岁 弟弟四岁



练习 Practice 2

2. The “比”sentence（2）

A    + “比” + B  + adj.+ degree

（Adv./ num. +measure phrase）

三口人 四口人



练习 Practice

Use Chinese to describe the following pictures.



课 堂 活 动Class Activities

Use Chinese to describe the following pictures.

1.Telling the prices  2. Comparing the prices

3.8元/
斤

2元/斤

1.5元/
斤

8元/斤



复习 Reivew

生词

语法

天气 习惯 比 冷 热 高 矮 胖 瘦
西瓜 苹果 卖 斤 香蕉 葡萄

（1）A比B+Adj.

A没有B+Adj.

（2）A比B+Adj+adv.

A比B+Adj.+num.-measure phrase



Characters（汉字）

偏旁
Radical

解释
Explanation

例字
Example Characters

广
the radical “广” is related to 

buildings

店 diàn   store

床 chuáng   bed

冫
the two-drop radical “冫” is related to 

ice or coldness

冷 lěng   cold

冰 bīng   ice

Chinese Radicals:

guǎng zì tóu 

• “广”（ called 广字头 ）
liáng diǎn shuǐ

• “冫”（ called 两点水 ）



Single-Component Characters（独体字）



汉字 Character



汉字 Character



文化角 Culture Corner

corner

1. 8th, day of the twelfth month of the lunar 

Chinese calendar. 

La -- the 12th lunar month
Ba-- the pronunciation of 8  

2.  To pray that there would be a bountiful 

harvest.

To pray for good luck of coming year.

3. The Laba rice porridge:

glutinous rice, red beans, millet, Chinese 

sorghum, peas, dried lotus seeds and some other 

ingredients

腊八节 The Laba Festival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