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开着呢。
Door is open.



Instructions

• Warming up 

• Texts & Words：

着，拿，认识，正在，知道，笑

• Grammar ：Action/state lasting“着”

Action/state happening“正（在）”

• Exercises



Warming up

What are they doing?

Which team is your favorite team in Russia world cup？



女朋友 n. girlfriend

生词 Words 3

男朋友 n. boyfriend

前男友 n. ex-boyfriend



听说 v. hear of

生词 Words 3

我已经听说了这件事。

听说你正在学中文。

听说你生病了。



课文 Text 3

A：听说你有女朋友了？我认识她吗？

B：就是 我们班 那个 长着 两个大眼睛，

非常 爱笑的女孩儿。

A：她不是有男朋友吗？

B：那个已经是她的前男友了。

在路上 On the road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1.  A 有女朋友了吗？

2.  她是谁？

3. A 开心还是前男友开心？



语法 Grammar 3

1. The Aspect Particle“着”
Indicates  the continuation of a certain state. 

（1） S. +  V. +“着”+ O.+（呢）

门 开 着 呢

她 拿 着 铅笔。

姐姐 穿 着 红色的衣服。

ǐ



语法 Grammar 3

 In the negative form

（2） S. + 没 V. +“着”+ O.

她 没拿 着 铅笔。

姐姐 没穿 着 红色的衣服

他们 没喝 着 绿茶。

ǐ



练习 Practice 

3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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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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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着”



语法 Grammar 4

2. The Rhetorical Question“不是...吗” 
Aren’t  you…?   Isn’t  he…?  Don’t  you…?

他不是日本人吗？

她不是你女朋友吗？

你不是已经吃饭了吗？



练习 Practice 

3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不是…吗？”



练习 Practice 

3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不是…吗？”

A：Where is my Iphone？
B:  ……



复习 Reivew

Words

Grammar

女孩儿 男孩儿 小孩儿

女朋友 男朋友 前男友

认识 知道 听说 笑

Vreb + 着

不是……吗？



练习 Practice 

3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他 _______________。(拿)

他 ______________。(穿)



练习 Practice 

3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电视 ___________。(开)

他 ____________呢。(开)



课 堂 活 动Class Activities
Mark the items in proper positions on the picture according to the sentence.

And then describe your bedroom with “着”

门口地上放着一双鞋。

窗台上放着一盆花。

桌子上放着电话。

写字台上放着台灯和书。

墙上挂着照片。

Mén kǒu dì shàng fàng zhe yī shuāng xié 。

Chuāng tái shàng fàng zhe yī pén huā 。

Zhuō zi shàng fàng zhe diàn huà 。

Xiě zì tái shàng fàng zhe tái dēng hé shū 。

Qiáng shàng guà zhe zhào pian 



汉字 Character



汉字 Character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