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开着呢。
Door is open.



Instructions

• Warming up 

• Texts & Words：

着，再，认识，正在，知道，女孩儿，男孩儿，小孩儿

• Grammar ：

the recurrence of an action or a situation“再、又”

Action/state happening“正（在）”

• Exercises



Warming up

What is it on the table？
What is happening？



着 part.  used to indicate a state

生词 Words 1

再 adv.   again



课文 Text 1

A：门 开 着 呢， 请 进。

B：请 问， 张 先 生 在 吗？

A：他出去了，你下午再来吧。

B：好 的，谢 谢！

在办公室 In the office



语法 Grammar1

The adv.“再 ”and“又”
Indicates the recurrence of an action or a situation.

“又”  Vs. “再”

我 昨天 去 看 电影 了。

今天又去看了。

明 天 再 去 看。

“又”  + V. already happened.

“再”  + V. has not happened.



练习 Exercise1

Make a sentence with“再 or 又”  



练习 Exercise1

Make a sentence with“再 or 又”  

I like this book, it is interesting, 

I …… 



练习 Exercise1

Make a sentence with“再 or 又”  

She loves cars，
she bought a new car again.

she want to buy a new car again. 



女孩儿 n. girl

生词 Words 2

男孩儿 n. boy

小孩儿 n. child; kid



认识 v. get to know; 

get acquainted with

生词 Words 2

知道 v. know; be aware of  

我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

我知道你是谁。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课文 Text 2

A：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孩儿是谁？

B：我知道她的名字，她叫杨笑笑，是我的同学。

A：那个手里拿着铅笔的呢？

B：我不认识。

在办公室 In the office



正在 adv. indicates action/state is happening

“be + verb + ing; in the process of”

Someone + 正在 + Verb

我 正在 睡觉

弟弟 正在 打篮球。

你 正在开车，不可以打电话。

语法 Grammar2

In spoken language，“正”“在”
can be used separately to express 

the same meaning of “正在”



练习 Practice 2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正在” or“正”、“在”



练习 Practice 2

Describe the picture using “正在” or“正”、“在”



课 堂 活 动Class Activities
Use Chinese to make a conversation according to following pictures.

1.Describe what are they doing

2. Make simple dialogues according to the pictures



HSK 2 
语法强化辅导

（3）



特殊句型 Special sentence pattern

兼语句 Pivotal Sentences

吧

老师让学生回答问题。
朋友让我帮他找工作。
爸爸不让她开车。

双宾语句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我送妻子一件漂亮的衣服。
他告诉我一件事。
老师教我们汉语。

S. + V1 + O. + V2 + (N.)
(S.)imperative

verbs

expressing a command 

S. + V. + O1 + O2
people thing



特殊句型 Special sentence pattern

“比”字句 Comparative sentences 

吧

今天比昨天冷。

A 比 B + adj.

A 比 B + adj. + 得多/一些/多了

今天比昨天好一些。
北京比厦门冷得多。

红色的苹果比绿色的苹果甜。



特殊句型 Special sentence pattern

疑问句 Interrogative sentence

你喝不喝咖啡？

吧主谓谓语句 Subject-predicate sentence

他身体很好。
小明汉语说得不好。
什么样的问题她都能解决。

那台电脑好不好？

他（有）多高？

V不V

A不A
多 + adj.

S. + V.
S. + V.



常用的表达方式 Common expressions

就……了

吧

我等了十分钟，他就来了。

要……了/快……了

已经……了

爸爸明天就回来了。

要上课了吧？ 我儿子快五岁了。

他已经学了三个月了。

Indicating an action has taken place or will take place

Indicating an action or a change will take place

Indicating an action has taken place



“好”＋V. indicating this action is easy to complete

吧

火车站很好找。

第~

好吗？

中国菜好做吗？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

常用的表达方式 Common expressions

indicating order, often use with numerals

to suggest or invite



Numeral +“多” Approximate numerals

这个杯子十多块钱。

V1 + 着 + V2

常用的表达方式 Common expressions

那里有三千多人。

女儿笑着说：“谢谢妈妈。”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