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sson 3 

• Nǐ jiào shénme mínɡzi ? 

•   你   叫   什么  名字？ 

1 on 1 live course

Lesson 5

1 on 1 live course

Chinlingo  Chinese

            Fù          xí

                 复     习



练习 Exercises

Nǐ hǎo 

你 好。
xiè xie

谢 谢。
Nǐjiào shénme míngzi

你 叫  什么  名字？
Nǐ shì nǎguó rén

你 是 哪国人？
Hěn gāoxìng rènshi nǐ

很  高兴   认识  你。
Nǐ shì lǎoshī ma ma
你 是 老师 吗？

Wǒ jiào lǐyuè 

我 叫  李月。
Nǐ hǎo

你好。
Bú shì ，wǒ shì xuéshēng

不是， 我 是  学 生。
Bú kè qì

不客气。
Rènshi nǐ wǒ yě hěn gāoxìng

认识  你 我也很高兴。
Wǒ shì měi guó rén.

我 是 美  国 人。



Say a short passage to introduce yourself according these sentences.
 

课 堂 活 动Class Activities

   

1.你叫什么名字？ Nǐ jiào shénme míngzì?

2.你是哪国人？ Nǐ shì nǎ guó rén?

3.你是学生吗？ Nǐ shì xuéshēng ma?

4.很高兴认识你。Hěn gāoxìng rènshi nǐ.          

5.你好。              Nǐ hǎo.

   



在家里  at the home

课文 Text 1

   Nǐ jiā yǒu jǐ kǒu rén ？

A：你家有几口人？

   Wǒ jiā yǒu sān kǒu rén ，nǐ ne ？

A：我家有三口人，你呢？
   Wǒ jiā yī gòng wǔ kǒu rén ，

B：我家一共五口人，
   Wǒ yǒu dì di hé mèi mèi。

  我有弟弟和妹妹。



在家里  at home

课文 Text 2

      Nǐ dì dì jǐ suì le ？

A：你弟弟几岁了？

   Tā sān suì le 。

B：他三岁了。

     Nà nǐ mèi mei ne ？

A: 那你妹妹呢？

     Tā wǔ suì ，shì gè xué shēng 。 

B：她五岁，是 个 学 生。



1.Look at the  picture，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课 堂 活 动Class Activities

   

1.她家有几口人？ Tā jiā yǒu jǐ kǒu rén ？

2.她家有谁？         Tā jiā yǒu shuí ？

3.她今年几岁？     Tā jīn nián jǐ suì ？

4.她有弟弟吗？      Tā yǒu dì di ma ？

5.她妹妹几岁了     Tā mèi mei jǐ suì le？

   



在教室 In the classroom

课文 Text 1

        Jīn tiān jǐ hào?

A：今天 几号？

    Jīntiān sānyuè èrshíwǔ hào.

B：  今天   三月  二十五 号。

       Jīntiān xīngqī jǐ?

A：今天  星期几？

       Xīngqī sān.

B：星期 三。



看日历 look at the calendar

课文 Text 2

       nǐ shēng rì shì jǐ yuè jǐ hào?

A：你生日是几月几号？

    wǔ yuè shí bā hào.

B：  五月十八号。

       shí bā hào xīng qī jǐ?

A：十八号星期几？

       xīng qī tiān.

B：星期天。



在咖啡馆儿 in a coffee house

课文 Text 3

       Zuótiān shì jǐ yuè jǐ hào?

A：昨天 是 几月 几号？

       Zuótiān shì liù yuè qī hào,xīng qī èr. 

B：昨天 是 六月 七号，星期二。

       Míngtiān ne?

A：明天呢？

       Liùyuè jiǔhào,xīngqī sì.

B：六月 九号， 星期四。



1.Look at the  picture，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课 堂 活 动Class Activities

   

1.今天是几号？ Jīn tiān shì jǐ hào?

2.今天星期几？ Jīn tiān xīng qī jǐ?

3.你生日是几号 ？ Nǐ shēng rì shì jǐ hào?

4.昨天是星期几 ？    Zuó tiān shì xīng qī jǐ?

5.明天是几月几号？ Míng tiān shì jǐ yuè jǐ hào?

   



在图书馆 In the library

课文 Text 1

       Xiàn zài jǐ diǎn?

A：现在几点？
    Xiàn zài shí diǎn shí fēn.

B：现在十点十分。
       Zhōng wǔ jǐ diǎn chī fàn?

A：中午几点吃饭？
       Shí èr diǎn chī fàn.

B：十二点吃饭。



在家 at home

课文 Text 2

       Nǐ shén me shí hòu qù mǎi dōng xi?

A：你什么时候去买东西？
       Xià wǔ sān diǎn?

B：下午三点。
       Liù diǎn qián néng huí lái.

A：六点前能回来吗？
       Néng.

B：能。



1.Look at the  picture，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课 堂 活 动Class Activities

   

1.现在几点？ Xiàn zài jǐ diǎn?

2.中午几点吃饭？ Zhōng wǔ jǐ diǎn chī fàn?

3.你什么时候去学校 ？Nǐ shén me shí hòu qù xué xiào?

4.你几点前能回家？Nǐ jǐ diǎn qián néng huí jiā?

5.你星期五前能回家吗？Nǐ xīng qī wǔ qián néng huí jiā ma? 

   



文化角 Culture Corner 
corner   汉服  Hanfu

Yi (衣): Any open cross-collar garment, 
and worn by both sexes.

Pao (袍): Any closed full-body garment, 
worn only by men in Hanfu.

Ru (襦): Open cross-collar shirt. 

Shan (衫): Open cross-collar shirt or 
jacket that is worn over the yi.
Qun (裙) or chang (裳): Skirt for women . 

  

Ku (裤): Trousers or pants for man.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