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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 Review

词汇:   接 介绍 已经 帮

语法： 1.是……的

Object + 是(V) + 谁(Who) + 动作(V) + 的。

这本书 是 我 买 的。

Object + 不是(V) + 谁(Who) + 动作(V) + 的。

这个汉字 不是 大卫 写 的。

2.……的时候

（1）Num-M + 的时候

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我没在家。

（2）V + 的时候

我睡觉的时候，我妈妈在做饭。



1. 看着拼音,选出词语。

词汇 1

打针 好吃 生病 已经 当然 介绍



2.找到词语相应的解释，连线。

词汇 2

感冒

to catch a cold

接电话 run a fever

刮风

blow (of wind)晴天

pick up phone

发烧

sunny day



2.找到词语相应的解释，连线。

词汇 2

下雪 check

帮忙

体温

snow

because

help

测 temperature of body

因为



词汇 3



词汇总结

怎么 因为 所以 经常 当然 介绍

感冒 发烧 打针 介绍 情况 受伤

检查 生病 一些 晴天 阴天 刮风

热死了 介绍 接电话 帮忙

zěn me       yīn wèi       suó yǐ      jīnɡ chánɡ   dānɡ rán      jiè shào

ɡǎn mào     fā shāo     dǎ zhēn      jiè shào    qínɡ kuànɡ  shòu shānɡ 

jiǎn chá   shēnɡ bìnɡ    yì xiē        qínɡ tiān      yīn tiān      ɡuā fēnɡ 

rè sǐ le          jiè shào      jiē diàn huà    bānɡ mánɡ 



语法 Grammar

1. Structure”是……的”

Object + 是(V) + 谁(Who) + 动作(V) + 的。

这本书 是 我 买 的。

2.  Nagative form ：”不是……的”

Object + 不是(V) + 谁(Who) + 动作(V) + 的。

这个汉字 不是 大卫 写 的。



练习 Exercise

Make sentence with“是……的”



练习 Exercise

Make sentence with“不是……的”



语法 Grammar 

1.Num-M + 的时候

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我没在家。

2. V + 的时候

我睡觉的时候，我妈妈在做饭。



练习 Exercise

Make sentence with“……的时候”  



练习 Exercise

Make sentence with“……的时候”  



练习 Exercise

Make sentence with“……的时候”  



练习 Exercise

Make sentence with“……的时候”  



练习 Exercise

Make sentence with“……的时候”  



HSK 2 
词汇强化辅导

（2）



动词 Verb

旅游 觉得 生病 跑步 起床 出 知道

常用动词
common verbs

离 过 走 到 让 告诉 等

休息 送 问 开始 介绍 准备 游泳

lǚ yóu        jué dé    shēnɡ bìnɡ   pǎo bù    qǐ chuánɡ   chū       zhī dào

xiū xi      sònɡ      wèn      kāi shǐ        jiè shào   zhǔn bèi    yóu yǒnɡ

lí         ɡuò       zǒu      dào      rànɡ      ɡào su     děnɡ  



动词 Verb

找 跳舞 欢迎 上班 懂 完 帮助

常用动词
common verbs

踢 足球

洗 唱歌 姓 穿 进 长 笑 玩

摆 回答 提 喜欢 卖

zhǎo        tiào wǔ        huān yínɡ     shànɡ bān     dǒnɡ       wán       bānɡ zhù

xǐ         chànɡ ɡē        xìnɡ      chuān         jìn       chánɡ       xiào        wán

bǎi          huí dá            tí            xǐ huɑn        mài 

tī     zú qiú 



动词 Verb

能愿动词
volitive auxiliary 

要 可能 可以

有

系动词
vlink verb 

yào         kě nénɡ          ké yǐ

yǒu



形容词 Adj.

累 忙 错 新 慢 快 远 近

晴 阴 贵 便宜 红 白 黑

快乐 好吃

lèi         mánɡ       cuò          xīn         màn        kuài        yuǎn         jìn

qínɡ         yīn          ɡuì          pián yi         hónɡ        bái          hēi

kuài lè          hǎo chī



副词 Adv.

最 也 一起 真 非常 已经

就 还 再 别 正在

zuì          yě             yì qǐ           zhēn       fēi chánɡ         yǐ jīnɡ

jiù           hái          zài          bié         zhènɡ zài



量词 measure words

公斤 次 元 张

数词 Numeral

千 两 第一

ɡōnɡ jīn          cì          yuán      zhānɡ

qiān        liǎnɡ          dì yī 



连词 Conj.

介词 preposition

因为 所以 但是

给 对 从 比 向

语气词 modal words

吧

yīn wèi          suó yǐ          dàn shì

ɡěi          duì         cónɡ         bǐ          xiànɡ

ba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