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喝茶 

I want to drink tea 



      Instructions 

• Warm-up 

• Words & Sentences 

• Dialogues 



热身  Warm-up 

 你 喜欢 喝 什么 ？   

Nǐ   xǐhuān  hē shén me ? 



猫 

生词  Words 

        hē 

      喝 
v. 

to drink 

xiǎnɡ 

想 
v. 

to want, 

would like 

chī 

      吃 
  v. 

 to eat 



猫 

 Words 

       bēi zi 

     杯子 
n. 

cup,glass 

shāngchǎnɡ 

商店 
n. 

shop,store 

 shàng/xiàwǔ 

 上/下午 
n. 

morning,  

afternoon 



猫 

生词  Words 

      mǐfàn 

     米饭 
n. 

cooked rice 

chá 

茶 
n. 

tea 

kělè 

     可乐 
  n. 

 cola 

kāfēi 

     咖啡 
  n. 

 coffee 



给下面的词语选择对的图片 
Match the pictures with the words/phrases. 

练习  Exercise 

   Zhōnɡɡuó cài 

⑤ 中国 菜______  

     Hànzì 

 ⑥   汉字_______  

  mǐfàn 

②米饭_______  

    chá  

④茶_______  

  qián 

①钱_______    

  bēizi 

③杯子______  

A 

B 

C 

D 

E 

F 



    Nǐ xiǎng hē shénme? 

A：你想喝什么？ 

     Wǒ xiǎng hēchá. 

B： 我想喝茶。 

     Nǐ xiǎng chī shénme? 

A：你想吃什么？ 
      Wǒ xiǎng chī mǐfàn 

B： 我想吃米饭。 

在饭店  In the restaurant 

课文  text 1 



    

1. 他们去哪儿了？             Tāmen qù nǎr le? 

2. B吃了什么，喝了什么？   B chīle shénme,hē le shén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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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答  Questions 



     Xiàwǔ nǐ xiāng zuò shénme? 

A：下午你想做什么？ 

     Xiàwǔ wǒ xiǎng qù shāngdiàn. 

B： 下午我想去商店。 

     Nǐ xiǎng mǎi shénme?  

A：你想买什么？ 
      Wǒ xiǎng mǎi yígè bēizi  

B： 我想买一个杯子。 

在客厅  In the living room 

课文  text 2 



    

1. 他们在哪儿了？             Tāmen zài nǎr le? 

2. B想去哪儿？                 B xiǎng qù nǎr?  

3. B想买什么？             B xiǎng mǎi shén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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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The Modal Verb“想” is usually used before a verb to          

                        express a hope or plan. 

主语+（不）想+动词。 

（1）我想学汉语。 

（2）明天我想去学校看书。 

（3）我想买一个杯子。 

Wǒ xiǎng xué hànyǔ. 

Míngtiān wǒ xiǎng qù xuéxiào kàn shū. 

Wǒ xiǎng mǎi yígè bē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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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Exercises 

Mínɡtiān          wǒ       qù   

明   天________我 _____去________  

mǎi  

买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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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īntiān  wǒ       chī 

今天   我 ______吃________。 

    



Xiàwǔ wǒ xiǎnɡ qù 

下午 我   想   去________ 

kàn 

看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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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ǐhǎo  qǐnɡwèn zhèɡe bēizi 

你好，请问，这个 杯子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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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īntiān xiàwǔ nǐ xiǎnɡ zuò shénme 

例如：（1）A: 今天  下午 你  想   做  什么？                         

           B:  ……                          

               Mínɡtiān nǐ xiǎnɡ zuò shénme 

           A: 明  天  你   想   做   什么？                                  

           B:  …… 

 

1.双人活动 Pair Work 

运用 Application 



姓名
Name  

星期一 
Monday  

星期二
Tuesday  

星期三
Wednesday 

星期四
Thursday 

星期五
Friday 

星期六
Saturday 

星期日
Sunday 

1 
 
 

2.填表，说一说。 fill the form and say some sentences 

谢鹏 
Xiè Pénɡ  

去学校 
qù xuéxiào 

 

去商店 
qù shānɡdiàn  

运用 Application 



课 堂 活 动——排排队 

• 找到可搭配的组合。    Match V. and O.  

• 用“我想……”说一个句子。 Say  a sentence with “我想……”  

老师 

汉语 

汉字 

同学 

中国朋友 

朋友家 

学校 

汉语书 

杯子 
商店 

茶 

中国菜 
米饭 

吃  喝 

买  去 

说  看  

写 

我想…… 

活动 Activities 

V.                            

O. 



Characters 



Characters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