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怎么不吃了？
Why don't you eat it?



Instructions

• Warm-up

• Words & Lessons:   好吃，羊肉，面条，星期

• Grammar & Expressions: 

To ask for and decribe reasons:   怎么，为什么；

因为...所以...，因此

• Exercises



复习 review

词汇：夏天 冬天 跟 一样 零下

语法：

A 跟/和 B 一样/不一样

A is the same/different with B

北京的天气和东京的天气不一样。

你的衣服跟我的一样。



复习 review

大卫想去的地方___________。（玛丽）

但是尼克想去的地方___________。

Dà wèi xiǎng qù de dì fāng mǎ lì

Dàn shì ní kè xiǎng qù de dì fāng



复习 review

玛丽的书___________。（大卫）

但是安妮买了一本___________的书。

Mǎ lì de shū Dà wèi 

Dàn shì ān nímǎi le yī běn de shū 。



热身 Warm-up

What’s your reason of learning Chinese?



生词 Words

好吃 adj. delicious,yummy

好吃的菜

这些菜真好吃！



生词 Words

羊肉 n. mutton

一盘羊肉 a dish of mutton

好吃的羊肉 delicious mutton



面条 n. noodles

生词 Words

一碗面条 a bowl of noodles

好吃的面条 delicious noodles

羊肉面 mutton noodles



星期 n. week

生词 Words

星期一 Monday

星期二 Tuesday

星期三 Wednesday

星期四 Thursday

星期五 Friday

星期六 Saturday

星期天（日）Sunday



课文 Lesson1

在饭馆In a restaurant

A：今天的羊肉很好吃，你怎么不吃了?

B：这个星期天天吃羊肉，不想吃了。

A：那你还想吃什么？

B：来一点面条吧。



语法 Grammar1

1.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怎么”&“为什么”.

你不吃了？

你怎么不吃了？

=你为什么不吃了？



语法 Grammar1

1.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怎么”&“为什么”.

你不高兴？ 你怎么不高兴？

=你为什么不高兴？

今天这么热？ 今天怎么这么热？

=今天为什么这么热？



语法 Grammar1
“怎么” Vs “为什么”  

天为什么是蓝色的？

这个沙滩怎么是粉色的？

怎么：说话人觉得“不正常的事” speaker feel it is not normal，feel strange.

为什么：问一些正常情况的原因 ask reason on normal situation

Tiānwéi shénme shì lánsè de？

Zhègè shātān zěnme shì fěnsè de ？



语法 Grammar1
“怎么” Vs “为什么”  

妈妈：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玩游戏？

警察： 你为什么偷东西？

怎么：还可以表不满,责备 express the tones of dissatisfied or blame

为什么：可表质问 ask reason on normal situation

Mā mā ：Zhè me wǎn le ，nǐ zěnme hái zài wán yóuxì ？

Jǐng chá ：Nǐ wéi shénme tōu dōngxī ？



练习 Exercise1

Fill blanks with“怎么”or“为什么”  

妈妈：昨天刚买的玩具，今天_______

就坏了？

Māmā ：Zuótiān gāng mǎi de wánjù ，jīntiān

jiù huài le ？



练习 Exercise1

Fill blanks with“怎么”or“为什么”  

做这种菜_______要放糖？
Zuò zhèzhǒng cài yào fàng táng ？



练习 Exercise1

Fill blanks with“怎么”or“为什么”  

______油会在水上面？
yóu huì zài shuǐ shàng miàn ？



练习 Exercise 2

Ask for a reason with“怎么、为什么”  



练习 Exercise 2

Ask for a reason with“怎么、为什么”  



练习 Exercise 2

Ask for a reason with“怎么、为什么”  



课 堂 活 动Class Activities

Use Chinese to tell a story according to following pictures.

Then： Ask about Why

饿

Words you may use：追 zhuī run after     撞 zhuàng hit       石头 shítóu stone
受伤 shòushāng hurt 住院 zhùyuàn be in hospital



复习 Reivew

生词

语法

好吃 羊肉 面条 星期

（1）“怎么”&“为什么”



汉字 Character



汉字 Character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