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lingo Chinese

下个月我想去旅游。（1）
 I want to travel next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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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Words&Texts

Grammar

Listening practice

行李箱  照相机  护照  地图  带  
搬

What did you do on your last trip?

再



 Review

词汇：  周末   打算    请   跟    一直   着急   作业   复习
语法：    Verb+好完/好
① 今晚的电影小刚已经买好票了。

②饭还没做好，请你等一会儿。

③你准备好上课了吗？

                 Verb+完

① 作业写完了。

② 作业没有写完。

③ 作业写完了吗？



 Warm-up



 Warm-up

What did you do on your last trip?



Words

行李箱 xínɡlixiānɡ  
n. trunk; baggage n. map

照相机 zhàoxiànɡjī 
n. camera



Words

护照 hù zhào   
n. passport n. map

地图  dì tú  
n. map



Words

带 dài  

搬 bān 

v. to take along,
to bring

v. to move,to carry

我今天忘记带手机了。  

这个周末我要搬家。 



小刚：行李箱、照相机都准备好了，我们还带什么？
        Xínɡlixiānɡ、zhàoxiànɡjī dōu zhǔnbèi hǎo le，wǒmen hái dài shénme? 
小丽：手机、护照、地图，一个也不能少。
        Shǒujī 、 hùzhào 、 dìtú ， yí ɡè yě bù nénɡ shǎo. 

小刚：这些我昨天下午就准备好了。
        Zhè xiē wǒ zuótiān xiàwǔ jiù zhǔnbèi hǎo le. 

小丽：再多带几件衣服吧。
         Zài duō dài jǐ jiàn yīfu bɑ. 

小刚：我们是去旅游，不是搬家，少带一些吧。
         Wǒmen shì qù lǚyóu，bú shì bān jiā，shǎo dài yì xiē bɑ . 

 Texts



Notes

Modal Verb+再+Vreb

再+Verb

indicates the recurrence of an action or a situation

❶ The Adverb “再”

我明天再去看看。

我想再去一次长城。



完成句子 Complete the sentence.

Exercise

①你只吃了一点儿饭，       一点儿吧。

②我上个星期去了那个饭馆，明天想        一次。

③十分钟前我去找她，她不在办公室，            。

Nǐ zhī chī  le     yī  diǎnr fàn ，                        yī diǎnr ba 。

Wǒ shàng gè xīng qī qù le nà gè fàn guǎn ，     míng tiān xiǎng                   yī cì 。

Shí fēn zhōng qián wǒ qù zhǎo tā ，tā bú zài bàn gōng shì ， 



 ③ 选词填空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fill in the blanks.

 ① 他说好请我吃饭，但是没        钱。

 ② 我新买了一个         。

 ③ A：你好，我要买一张          。

      B：三块钱。

 ④ A：你什么时候       家的？我怎么不知道？

      B：上个月。

照相机

地图

护照

搬

带

Exercise

Tā shuō hǎo qǐng wǒ chī fàn ， dàn shì méi                     qián 。

Wǒ  xīn  mǎi le   yī   gè 

Nǐ  hǎo ，    wǒ yào mǎi yī zhāng           

Sān kuài qián 。

Nǐ shén me shí hòu                 jiā de ？      Wǒ zěn me bú zhī dào ？

Shàng gè yuè 



行李箱    照相机 

护照    地图    带    搬

再

Remember m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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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