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你有什么打算（1）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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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Texts&Notes

Application

Cultural Note

Talking about the plan for the 

weekend.

鸳鸯锅 Hotpot

周末 打算 请 跟 一直 着急 作业 复习
Verb+完/好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Warm-up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Words

着急 zháo jí 复习 fù xí 

一直 yì zhí 

adv. all the time

作业 zuò yè 

n. homework



Words

着急 zháo jí 复习 fù xí 

adj. worried,anxious v. to review



妈妈：你一直玩儿电脑游戏，作业写完了吗？

Nǐ yìzhí wánr diànnǎo yóuxì，zuòyè xiěwán le mɑ? 

儿子：都写完了。
Dōu xiěwán le. 

妈妈：明天不是有考试吗？你怎么不着急？
Mínɡtiān bú shì yǒu kǎoshì mɑ? Nǐ zěnme bù zháojí ?

儿子：我早就复习好了。
Wǒ zǎo jiù fùxí hǎo le.

Text

周天晚上



The Complement of Result “完”

Grammer

作业写完了。

作业写完了吗？

作业没有写完。

Q：

A1：

A2：

V+完+了+吗/没有？

V+完+了

没有+V+完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Exercise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Exercise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Exercise

足球比赛 zúqiú bǐsài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Exercise



HSK 2 
听力强化辅导

（2）



Difficult points in listening

职业、身份 Occupation, status

lǎo shī    xué shēnɡ   yī shēnɡ     fú wù yuán 

老师 学生 医生 服务员
tónɡ xué   pénɡ you   xiān shenɡ   xiǎo jiě 

同学 朋友 先生 小姐
bà bɑ        mā mɑ        ér zi          nǚ ér         jiě jie      mèi mei         ɡē ɡe          dì di

爸爸 妈妈 儿子 女儿 姐姐 妹妹 哥哥 弟弟
zhànɡ fu     qī zi         hái zi

丈夫 妻子 孩子



Difficult points in listening

人物关系 Relationships

fù zǐ                fù nǚ              mǔ zǐ

父子 父女 母子
jiě mèi            xiōnɡ mèi        xiōnɡ di             fū qī

姐妹 兄妹 兄弟 夫妻
jiā rén           pénɡ you         tónɡ xué          shī shēnɡ

家人 朋友 同学 师生
yī shenɡ yǔ bìnɡ rén

医生与病人



Exercise1

1.   A 医生 B 朋友 C 丈夫

2.   A男的姐姐 B男的同学 C女的朋友

3.  A女的 B女的哥哥 C女的弟弟

4.  A 老师 B 医生 C 服务员



Difficult points in listening

场所、地点 Places

xué xiào   yī yuàn   shānɡ diàn   fàn diàn    huǒ chē zhàn      jiā

学校 医院 商店 饭店 火车站 家

zhōnɡ ɡuó    běi jīnɡ    ɡōnɡ sī    jī chǎnɡ   jiào shì    fánɡ jiān    lù

中国 北京 公司 机场 教室 房间 路



Exercise2

5.   A 公司 B 家里 C 饭馆

6.   A 医院 B 学校 C 家里

7.  A 学校 B 饭馆 C 医院

8.  A 家里 B 公司里 C公共汽车上



Difficult points in listening

辨别语气 Distinguishing mood

建议 询问 解释 高兴 满意 没关系
jiàn yì       xún wèn       jiě shì       ɡāo xìnɡ       mǎn yì       méi ɡuān xi



Difficult points in listening

辨别语气 Distinguishing mood

我们吃中国菜吧。（建议）

您是老师吗？（询问）

我能写一些汉字了，我真高兴。（高兴）



Difficult points in listening

辨别语气 Distinguishing mood

A:你哥哥怎么没来？
B:他今天有工作。（解释）

A:你觉得北京怎么样？
B:我很喜欢北京。（满意）

A:对不起，我不能和你去旅游了。
B:没关系。（没关系）



Exercise3

9.   A 太累了 B 要学习 C 要买东西

10. A 三元 B 五元 C 八元

11. A 去 B 不去 C 不知道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