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ving in China

复习

      Chinlingo Chinese



猫

生词  Words

     cān tīng

     餐厅
n.

restaurant

zhīdào

知道
v.

to know

tīngshuō

听说
  v.

it said that,
hear about

我不知道她是谁。 这个中餐厅的菜很好吃。 我听说你们学校有很多学生。



猫

 Words

  jiāchángcài

家常菜
n.

home cooking  

xǐhuān

喜欢
v.

like，be fond of

là

辣
adj.

hot,spicy

我喜欢吃冰淇淋。 这道菜非常辣。这些家常菜我都会做。
dàobīng qí lín

酸  suān sour 
甜  tián sweet
苦  kǔ  bitter
咸  xián  salty



猫

生词  Words

hóngshāoqiézi

 红烧茄子
n.

braised eggplant

qīngzhēngyú

清蒸鱼
n.

steamed fish

 báiqiējī    

白切鸡
n.

 plain chicken



A：晚上你想去哪儿吃饭？    

B： 不知道，你呢？

A：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知道有一家新开的中餐厅，

       听说不错！

B：看来你早就想好了。 

A：是的！

在办公室  At office

课文  text 1

tīngshuō bú cuò ！

Bù zhīdào ，nǐ ne ？？

Wǎnshàng nǐ xiǎng qù nǎr chīfàn ？

Wǒmen yī qǐ qù chī fàn ba ，wǒ zhīdào yǒu yī jiā xīn kāi de zhōngcāntīng，

Kàn lái nǐ zǎo jiù xiǎnghǎo le 。

Shì de ！



A：我很喜欢吃中国菜，你呢？

B：我也很喜欢，我觉得四川菜不错。

A：四川菜太辣了，我最喜欢吃的是广东菜。

B：听说中国的家常菜也很好吃！

A：是的，清蒸鱼、红烧茄子、白切鸡……都好吃。    

B：是啊，说得我都饿了，快点菜吧。

在餐厅  In the restaurant

课文  text 2

Wǒ hěn xǐhuān chī zhōngguócài ，nǐ ne ？。

Wǒ yě hěn xǐhuān ，wǒ jué de sìchuān cài búcuò 。

Sìchuān cài tài là le ，wǒ zuì xǐhuān chī de shì guǎngdōngcài 。

Tīng shuō zhōngguó de jiāchángcài yě hěn hǎochī ！

Shì ā ,    shuō dé wǒ dōu è le ，kuài diǎn cài ba 。

Shì de ，qīng zhēng yú 、 hóng shāo qié zǐ、báiqiējī……dōu hěn hǎo ch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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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Exercises

你看看，我应该买哪一件？

______，还是白色的？
   

Nǐ kàn kàn ，wǒ yīng gāi mǎi nǎ yī jiàn ？

hái shì bái sè 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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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有两个苹果，_____是我的，

______是你的。   

Zhè ér yǒu liǎng gè píng guǒ ，                             shì wǒ de ，

shì nǐ de。



吃饭了，______排左边，______排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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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fàn 面：miàn

Chī fàn le ,                                     pái zuǒ biān,                              pái yòu biā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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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吃什么鱼？

______ 的,_______的,我都喜欢，你呢？

我只喜欢吃_______。

Nǐ xǐhuān chī shénme yú ？

                     de                            de , wǒ dōu xǐhuān ，nǐ ne ？

Wǒ zhǐ  xǐ huān chī 。



  Words

huì 

 会
mod.
can,

to be able

我会游泳。

wǒ huì yóu yǒng.



  Words

shuō

说
v.

to speak, to say



  Words

māma  

 妈妈
          n.

Mom



  Words

xiě 

    写
           V.
     to write

hàn zì 

 汉字
                n.
   Chinese character



生词  Words

dú  

读
V.

 to read

她喜欢读书。

Tā  xǐhuān   dúshū.

zenme  

怎么
pron.
 how

老师，这个字怎么写？
Lǎoshī，       zhègè  zì  zěnme  xiě？



Text 

A：你会说汉语吗？

B：我会说汉语。

A：你妈妈会说汉语吗？

B：她不会说。

A：你会写汉字吗？

B：我会写。

A：这个字怎么写？

B：对不起，这个字我会读，不会写。

Nǐ huì shuō hàn yǔ ma ？

Wǒ huì shuō hàn yǔ 。

Nǐ māma huì shuō hàn yǔ ma ？

Tā bú huì shuō 。

Nǐ huì xiě hàn zì ma ？

Wǒ huì xiě 。

Zhè gè zì zěn me xiě ？

Duì  bu qǐ          zhè gè zì wǒ huì dú ，       bú huì xiě 。



用“怎么”描述图片说句子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怎么”.

  Practice

1.  请问，这支笔________？

Qǐng wèn ，zhōng guó kuài zǐ 

2.  请问，中国筷子________？

Qǐng wèn ，zhè zhī bǐ

Note：用  yòng： use



用新学的语言点和词汇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and words

  Practice

1.  我们都会________？
Wǒmen dōu huì？

2.  中国菜很________？
Zhōngguó cài hěn



用新学的语言点和词汇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and words

  Practice

3.  他会做________。
Tā huì zuò

4.  这个汉字我会_______，不会______。
Zhōngguó cài hěn



  Words

zhuōzi

 桌子
n.

table,
desk

diànnǎo

电脑
n.

computer,
laptop

椅 子
yǐ   zi



  Words

shàng

上
n.

 up,
above

lǐ

里
n.

inner,inside,
interior



  Words

hé

和
conj.
and

běn

本
m.

a measure word 
for books

三本书
sān běn shū



  Words

néng 

    能
        mod.
    can,may

zuò 

坐
                v.
                  sit



  Words

chōuyān 

抽烟
V.

smoke



Text 1 

A：桌子上有什么？

B：桌子上有一个电脑和一本书。

A：杯子在哪儿？

B：杯子在桌子里。

在办公室  In the office

Zhuō zi shàng yǒu shén me ？

Zhuō zi shàng yǒu yī gè diàn nǎo hé yī běn shū 。

Bēi zǐ zài nǎr ？

Bēi zǐ zài zhuō zǐ l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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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ctice

1.  你的电脑在哪儿？

2.  书在哪儿？

3.  桌子里面有什么？

4.  桌子上面有什么？

5.  桌子旁边有什么？（旁边：nearby）

Nǐ de diàn nǎo zài nǎ r ？

Shū zài nǎ ér ？

 Zhuō zi lǐ miàn yǒu shén me ？

Zhuō zi shàng miàn yǒu shén me ？

Zhuō zi páng biān yǒu shí me ？



Text 2 

A：这儿有人吗？

B：没有。

A：我能坐这儿吗？

B：请坐。

B：这儿能不能抽烟？

A：不行。

在饭馆  In the restaurant

Zhèr yǒu rén ma ？

Méiyǒu。

Bù xíng 

Wǒ néng zuò zhè ér ma ？

Qǐng zuò 。

Zhèr néng chōu yān ma ？



用“能”描述图片说句子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 and words.

  Practice

1.我能____________吗？

Nǐ                 bāng wǒ                      

2. 你______帮我_________吗 ？

Wǒ néng                                        



选择适当的量词填空  
Choose a suitable measure word to fill in the each blank.

  Practice

个       口      本      快
gè                kǒu             běn          kuài

1.我家有三_____人。

2.我买一______杯子。

3.我有五______汉语书。

4.椅子八十_____钱。

Wǒ jiā yǒu sān                     rén 。

Wǒ mǎi yī                            bēi zǐ 。

 Wǒ yǒu wǔ                        hàn yǔ shū 。

Yǐ zi  bā shí                           qián 。



Just like:                    

1.放假的时候我喜欢_____或者_____,有时我会去

_______。你呢？你喜欢做什么？

2.周末我们一起去_______好吗？
   ......

Exercises

两人一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问答练习。
Work in pairs and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ral situation.

Words：桌子（zhuōzi） 椅子（yizi） 电脑（diànnǎo）书（shū）上面 （shagnmian）  

             下面（xiàmiàn）左边（zuǒbiān） 右边（yòubiān） 旁边（pángbiān）　 　

Eg. A：你的桌子上面有什么？

      B：……

      A:  你的椅子下面有什么？

      B：……

Nǐ de zhuōzi shàngmiàn yǒu shénme？

Nǐ de yǐzi xià miàn yǒu shénme？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