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里拿着红色的手机 

There is a red cellphone hold in the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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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出口 戴 放 或者 舒服  

Part2 Texts& grammar：存现句 
       Location+ （没）V. 着 + NP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中国人喜欢红色。 

导入 Warm-up 

你们国家节日的时候，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你平时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zhōng guó rén xǐ huān hóng sè 。 

Nǐ men guó jià jiē rì de shí hòu ，xǐ huān chuān shí me yán sè de yī fú ？ 

Nǐ píng shí xǐ huān chuān shí me yán sè de yī fú ？ 



生词

Word-1 

行李箱 
(n.) 

trunk;baggage   



ŏ

出口 
(n.) 

exit 

生词

Word-2 



入口 
(n.) 

entrance 

生词

Word-3 



T恤 
(n.) 

T-shirt 

生词

Word-4 



裤子 
(n.) 

trousers 

生词

Word-5 



帽子 
(n.) 

hat;cap  

生词

Word-6 



戴 
(v.) 

wear; put on 
戴帽子 

戴一顶帽子 
戴了一顶粉色的帽子 

生词

Word-7 



   （一）在机场  

    小刚： 喂，小丽，你 出来 了吗？ 

     小丽：出来了，我拿着  行李箱 ， 在 出口 等你呢。 

     小刚：你 穿着 什么颜色 的衣服？ 

     小丽：我穿着白色T恤和蓝色裤子。 

     小刚：我看见了, 手里拿着红色的手机, 头上戴着帽子,是不是？ 

Text 1 



Grammar & Exercises  

Grammar： 

格式1： Location Word + V着 + NP :  there be… 

Means there is something, ”放””写””坐” or “住” are often used, the NP is 

usually an indefinite object,for example”一本书”and ”几个人”  rather 

than “这本书”and “李经理”. 



  我的桌子上放着一台电脑。 

                       一本词典。 

                       一部手机。 

Wǒ de zhuō zǐ shàng fàng zhe yī tái diàn nǎo  

yī běn cí diǎn 

yī bù shǒu jī 



Location 

Word 
V着 NP 

桌子上 放着 一杯咖啡。 

我家楼下 住着 一个老师。 

上面 写着 169元。 

桌子上 放着 很多饮料。 

手里 拿着 一个红色的手机。 



 ☆ 练习 

      ①完成句子。 

       我家的桌子上放着                           。 
       W
       我的电脑旁放着                           。 
              
       校车上坐着                               。 
       
       树上                                          。 

Exercise 1  



fàng 

放 
(v.) 

to put,to place 
 

书放在哪儿了？ 

笔放在哪儿了？ 

苹果放在哪儿了？ 

生词

Word-8 



饮料 
(n.) 

drink, 

beverage  

茶     tea                    红茶        绿茶    
咖啡  一杯咖啡 
可乐  可口可乐 
酒       红酒         啤酒 
果汁  橙(chéng)汁  西瓜汁 
水      白开水 

生词

Word-9 



huòzhě 

或者 
háishì 

还是 
(conj.) 

or  

“或者”is used in declarative sentences 

    晚上吃饭或者吃面条都可以。 

    我喜欢看书或者看电影。 

“还是” is used in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你要喝咖啡还是喝茶？ 

    明天是晴 天还是阴 天？ 

生词

Word-10 



生词

Word-11 

shūfu 

舒服 
（adj.） 

comfortable 

我们家的床很舒服。 

她今天身体不舒服。 



     （二）在休息室 

小刚：桌子上放着很多饮料，你喝什么？茶还是咖啡？ 

小丽：茶或者咖啡都可以。你呢？你喝什么？ 

小刚：我爱喝茶，天冷了或者工作累了的时候，喝杯热茶会很舒服。 

小丽：你喜欢喝什么茶？ 

小刚：花茶、绿茶、红茶，我都喜欢。 

 

Text 2 



格式2： Location Word + 没V着 + NP 

Grammar & Exercises  

Grammar： 

The negative form is without a measure word before the NP 



Location Word 没 V着 NP 

桌子上 没放着 咖啡。 

我家楼上 没住着 老师。 

上面 没写着 多少钱。 

桌子上 没放着 很多饮料。 

手里 没拿着 红色的手机 



下列每组两个句子，请选出正确的一个。 

A. 公交车上没坐着五个孩子。 1. 

2. 

B. 公交车上没坐着孩子。 

A. 我朋友的家里住着三个人。 

B. 我朋友的家里没住着三个人。 

3. A. 电脑旁边没放着很多水果。 

B. 电脑旁边没放着水果。 

Exercise 2  



Describe the picture according the new-learn language points 

A：你家楼上          很多人吗？ 
     
B：不，          有两个学生。 
     
A：他们是大学生          中学生？ 
      

B：大学生。 
       

A 还是 B 住着        C 只 

Exercise 3  



A：我们什么时候去上海？ 
     
B：我不          了。你看看机票。 
     
A：机票上          12月4号。  

B：那就是后天。 
     N

A  记得 B   写着 



A：你想什么呢？ 
       
B：桌子上          这么多好吃的， 
      你说我吃什么好？ 
     Z

  
A：水果          面包都会对你的身体好。 
      
B：那我吃水果吧。  

A  放着 B   或者 



Use “Location Word +（没） V着 + NP ”to make 
sentences     

  例如：我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床。 
（1）Describe the given picture（2）describe your own room 

Application 

Key words you may use: 

床         吉他（ guitar） 

电脑     画（ :picture）  

挂（ ：hang）  

柜子（ ：cabinet） 

       书柜（ ）      衣柜（ ）       



你喜欢哪一个？Which one do you like? 

 茶好客常来  Good tea attracts 

frequenters 

 Culture corner  

绿茶 红茶 

乌龙茶 花茶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