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lingo Chinese

下个月我想去旅游。（2）
 I want to travel next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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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词 Word

 háng bān

航班
(n.)

schedule flight

tuī chí            

推迟
(v.)

to postphone
to delay

dēng jī pái

登机牌
(n.)

boarding pass



小明：你去北京的航班是几点的？时间来得及吗？
        nǐ qù běi jīnɡ de hánɡ bān shì jǐ diǎn de ？ shí jiān lái dé jí mɑ ? 

小丽：航班本来是十点的，推迟了一个小时，应该来得及。
       hánɡ bān běn lái shì shí diǎn de,tuī chí le yí ɡè xiǎo shí, yīnɡ ɡāi lái dé jí .

小明：刚才我还有点儿担心来不及呢，现在一点儿也不担心了。
       ɡānɡ cái wǒ hái yǒu diǎn er dān xīn lái bù jí ne, xiàn zài yì  diǎn er yě bù dān xīn le.

小丽：一会儿我自己进去换登机牌，你就不用送我了。
       yí huì ér wǒ zì jǐ jìn qù huàn dēnɡ jī pái, nǐ jiù bú yònɡ sònɡ wǒ le.

小明：好的。
        hǎo de. 

 Texts



Grammar

The Negative Structure
“一点儿 也/都+不+Adj”

他一点儿也不累。

南方一点儿都不冷。

我家一点儿也不远。

Tā  yī    diǎnr    yě    bú lèi 。

Nán fāng  yī diǎnr   dōu bù lěng 。

Wǒ   jiā     yī    diǎnr    yě   bù  yuǎn 。



The Negative Structure “一点儿+Noun+也/都+不/没”

Grammar

一点儿+N+也不

一点儿+N+也没

一点儿+N+都不

一点儿+N+都没

 我一点儿东西也不想吃。

 这个星期我一点儿时间也没有。

 我一点儿东西都不打算买。

 今天早上我一点儿咖啡都没喝。

Wǒ yī diǎn ér dōng xī yě bú xiǎng chī 。

Zhè gè xīng qī wǒ yī diǎnr shí jiān yě méi yǒu 。

Wǒ yī diǎnr dōng xī dōu bú dǎ suàn mǎi 。

Jīn tiān zǎo shàng wǒ yī diǎnr kā fēi dōu méi hē 。



❷ The Negative Structure “一…也/都+不/没”

Grammar

一+Measure word+Noun+也不

一+Measure word+Noun+也没

一+Measure word+Noun+都不

一+Measure word+Noun+都没

 我一个苹果也不想吃。

 他一件衣服也没买。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他一杯茶都没喝。

Wǒ yī gè píng guǒ yě bù xiǎng chī 。

Tā   yī jiàn   yī fu     yě  méi mǎi 。

Wǒ yī gè rén dōu bú rèn shi 。

Tā yī bēi chá dōu méi hē 。



完成句子 Complete the sentence.

Exercise

①这些汉字太难了，我         。 ②我很忙，             。
Zhè xiē   hàn zì   tài nán  le ，          wǒ          Wǒ hěn máng 



完成句子 Complete the sentence.

Exercise

③ A：衣服都            了吗？

     B：我一              也               。

     A：你什么时候洗？

     B：我                 今天下午洗。

Yī  fu     dōu                               le ma ？

Wǒ  yī                                     yě

Nǐ shén me  shí hòu   xǐ ？

Wǒ                                          jīn tiān xià wǔ xǐ 。



航班    推迟    登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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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Discuss where you are planning to go traveling,how you 
will go,and what should be prepared before the trip.

打算去哪儿旅游 怎么去 旅游前要准备什么

1 打算去北京旅游 坐飞机 买好机票，带上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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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强化辅导

（1）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