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要不要买几把新的椅子？
Don’t you think we should buy some new chairs?

      Chinlingo Chinese

                         

Living in China

Wǒmen yào bú yào mǎi jǐ bǎ xīn de yǐzi ?



      Instructions

• Warm-up

• Words & Dialogues

• Grammar & Exercise



热身  Warm-up

 你什么时候去买东西？在哪儿买？  
Nǐ   shénme  shíhou qù mǎi dōngxi? Zài nǎr mǎi?

When do you go shopping?  Where do you buy them?



猫

生词  Words

      xīn/jiù

     新/旧
adj.

new/old

yào

要
v.

to want,
to need

    yì bǎ yǐ zi

      一把椅子           
measure word   v.
a chair



猫

 Words

     máoyī

    毛衣
n.

woollen 
sweater

xiǎnɡ

想
v.

to want,to wish

 jiàn

 件
measure word. 

 peace

我想吃冰淇淋。 这是一件运动衣。这件毛衣不太好看。



猫

生词  Words

        rè

      热
adj.
hot

lěng

冷
adj.
cold

zěn me yàng

     怎么样
  pron.

 How about…,
how

这件衣服怎么样？

很漂亮。
今天的天气非常热。下雪了，外面太冷了。



    

A：我们要不要买几把新的椅子？
     

B： 好啊。去哪儿买？

A：去商场买怎么样？你明天有空吗？

B： 好的，我明天下午有空。

在家  At home

课文  text 1

Wǒmen yàobúyào mǎi jǐbǎ xīn de yǐzi?

Hǎo a 。qù  nǎr mǎi ？

Qù shāngchǎng mǎi zěnme yàng ？Nǐ míng tiān yǒu kònɡ ma ？

Hǎo de ，wǒ míng tiān xià wǔ yǒu kònɡ 。



   

1. 他们想买什么？             Tāmen  xiǎng mǎi shénme？

2. 去哪儿买？                            Qù nǎr mǎi?

3.  他们什么时候去买？           Tā men shénme shí hòu qù mǎi ？ 

 

根据实际情况回答问题
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s.

问答  Questions



A：天冷了。我想买件毛衣。

B： 我也要买东西。我们什么时候去？

A：星期天去，怎么样？     

B： 星期天人太多。

A：那明天下午去吧。

在客厅  In the living room

课文  text 2

Tiān lěng le 。wǒ xiǎng mǎi jiàn máo yī 。

Wǒ yě yào mǎi dōnɡ xi 。Wǒ men shén me shí hòu qù ？

Xīng qī tiān qù ，zěn me yàng ？

Xīng qī tiān rén tài duō 。

Nà míng tiān xià wǔ qù ba 。



   

1. 天气怎么样？             Tiān qì zěn me yànɡ？

2. 他们想买什么？           Tā men xiǎng mǎi shénme? 

3. 他们什么时候去买？         Tā men shénme shí hòu qù mǎi ？ 

根据实际情况回答问题
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s.

问答  Questions



语言点  Language point

1.能愿动词“要” When used before a verb,it indicate the desire to do something.

Subject 要（Aux） Predicate

王芳 要 学习英语。

我 要 吃米饭。

我们 要不要 买几把新的椅子？



语言点  Language point

Nagative form is usually ”不想”

（1）小王要去，我不想去。

（2）A：你要吃米饭吗？

           B：我不想吃米饭。

（3）A：我要去商店买椅子，你去吗？

          B：我不去，我不想买椅子。

Xiǎo wáng yào qù ，wǒ bù xiǎng qù。

Wǒ yào qù shāng diàn mǎi yǐ zǐ ，nǐ qù ma ？

Nǐ yào chī mǐ fàn ma ？

Wǒ bù xiǎng chī mǐ fàn 。

Wǒ bú qù ，wǒ bù xiǎng mǎi yǐ zǐ 。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要”“不想”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要”“不想”  .

练习  Exercises

你________买衣服，去那个商店吧 。
   

Nǐ                      mǎi yī fu，      qù nà gè shāng diàn ba  。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  Exercises

Wǒ       xuéxí,wǒ xiǎng hé péngyǒu qù yùndòng.      

我 ____学习，我想和朋友去运动。
   



语言点  Language point

“想”Vs.“要”

Both 想 and 要 can express wishes and intentions. 

他想/要继续学习，他想/要当博士，现在不想工作。
 Tā xiǎng/yào jìxù xuéxí,tā xiǎng/yào dāng bóshì,xiànzài bù xiǎng gōngzuò.



语言点  Language point

“想”Vs.“要”

 要 is more often used to indicate that an event will certainly 
happened in future,the tone is harder than“想”. 

 A: 下课后你去哪儿？

 B: 我要去银行。你去吗？

 A: 我不想去，我要去图书馆。

Xià kè hòu nǐ qù nǎr？

Wǒyàoqùyínháng.   Nǐqùma?

Wǒbùxiǎngqù,wǒ yàoqù túshūguǎn.?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  Exercises

明天下午你有空吗？

你有什么事吗？

我____请你看电影。

我_____去，我_____去买东西。

Míng tiān xiàwǔ nǐ yǒu kóng ma?

Nǐ yǒu shén me shì ma?

Wǒ               qǐngnǐ kàn diànyǐng?

Wǒ                 qù,      wǒ                    qù màidōngxi .



1.双人活动   fill the form and say some sentences

运用 Application

姓名
Name

想/不想去的地方
Place want/not want to visit

原因（yuányīn）
Reason

晚上去哪儿？
what will you go 

tonight

我
wǒ

想去北京
xiǎngqùBěijīng

想学汉语，想吃中国菜。
Xiǎnɡ xué hàn yǔ，xiǎnɡ chī 
Zhōnɡɡuó cài.

 我要去书店。
Wǒyào qù shū diàn

小王
xiǎowáng

…… ……

……

A: 你明年想去什么地方玩？

B: 我……

A: 为什么？

B: ……

Nǐ míngnián xiǎngqù shénme dì fɑnɡ wán?

Wǒ 

Wèishénme?
A: 今天晚上你要去哪儿？

B: 我要去……

Jīn tiān wǎnshàng nǐ yào qù nǎr?

Wǒ yào qù?



Characters



Characters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