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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say the words out loud.

Words



A.行李箱 B.照相机 C.做作业

Words

2.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A.西服 B.运动服

Words



A.上楼&下楼 B.楼上&楼下

Words



3.Fill in the measure words.

Words

① 一 运动服 ② 一 照相机

③ 一 比赛 ④ 两 伞

⑤ 三 车 ⑥ 几 地图



4.Look at the pinyin and write down the characters.

Then try to make sentences using the words.

yì zhí zhōu mò fù xí  

zuò yè  zháo jí   bǐ sài  

Words



Words

护照 地图 骑马 上楼 楼上

行李箱 照相机 运动服 西服

周末 作业 复习 比赛 一直 着急



Zhè zhōumò nǐ jiù yào qù Bāxī le mɑ?

小刚：这周末你就要去巴西了吗？
Shì ɑ，xià zhōu yī  zúqiú bǐsài jiù kāishǐ le.

小丽：是啊，下周一足球比赛就开始了。
Nà zhōumò wǒmen yìqǐ chī zǎofàn bɑ. Chī wán fàn,wǒ ɡēn nǐ yìqǐ 

小刚：那周末我们一起吃早饭吧。吃完饭，我跟你一起
qù jīchǎnɡ bɑ，wǒ bānɡ nǐ bān xínɡlixiānɡ.

去机场吧，我帮你搬行李箱。
Bú yònɡ le，wǒ yǐjīnɡ jiào le yí liànɡ chūzūchē.

小丽：不用了，我已经叫了一辆出租车。

Texts



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text.

①小丽什么时候去巴西？

②小丽为什么要去巴西？

③周末小刚想帮小丽做什么？

④小丽打算怎么去机场？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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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站起来休息一会儿吧。

③ 行李箱我给你带过去吧。



Wèi，wǒ yǐjīnɡ xià fēijī le，xiànzài zǒu ɡuòqu ná xínɡlixiānɡ.

小丽：喂，我已经下飞机了，现在走过去拿行李箱。
Hǎo de，bié zháojí，wǒ zài yī lóu de kāfēi tīnɡ děnɡ nǐ ɡuòlɑi.

小刚：好的，别着急，我在一楼的咖啡厅等你过来。
Nà wǔfàn nǐ dǎsuɑn chī shénme?

小丽：那午饭你打算吃什么？
Wǒ qǐnɡ nǐ chī huǒɡuō bɑ.

小刚：我请你吃火锅吧。
Dànshì wǒ bù chī là ɑ! Yì diǎnr là dōu bù xínɡ.

小丽：但是我不吃辣啊！一点儿辣都不行。
Méishì，wǒmen kěyǐ xuǎn yuānyānɡ ɡuō.

小刚：没事，我们可以选鸳鸯锅。

Texts



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text.

①小丽和小刚现在在哪儿？

②他们要在哪里见面？

③他们午饭打算吃什么？

④见面后，他们可能要去哪儿？

Texts

dǎ suàn 



小丽已经 飞机了，她现在 拿行李箱。

小刚在 的咖啡厅等小丽 。

小丽问小刚午饭 ？

小刚想 吃火锅。但是小丽不吃辣， 。

虽然小丽不吃辣，但是小刚觉得可以 鸳鸯锅。

Now try to retell the text with the prompts.

Texts

yuān yāng guō 

huǒ guō 

háng lǐ xiāng

kā fēi tīng 

suī rán 



① 他昨天A从超市B买C了一些苹果D。 （来）

② 我爸爸A上周末就B回C法国D了。 （去）

③ 她A拿出B一把伞C。 （来）

④ 我们正在上课，他突然A跑进B教室C了D。 （来）

Put 来/去 in the right place.

Texts

chāo shì

zhōu mò

tū rán jiāo shì



你喜欢哪一个？Which one do you like?

 我喜欢；因为；看上去；吃起来；一点儿也不… 

Texts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