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lingo Chinese

 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Nǐ xǐ huɑn chī shén me shuí ɡuǒ ？ 

What fruit do you like to eat ?



拼音

拼合练习 běijīng shǒudū hǎochī měitiān

yǔyán yǐqián yǒumíng qǐchuáng

yǒuhǎo wǎndiǎn yǔfǎ liǎojiě

    gǎnxiè kǎoshì yǒuyì wǎnfàn



拼音

拼合练习 qìchē lùyōn dàyī chànggē

bùlái liànxí qùnián fùxí

xiàwǔ shànggǎng hòuzhěn bùfěi

shàngkē fàngqì bìyè kèhù



生词
 shēng  cí



shuí ɡuǒ                     
水果 

 fruit



pínɡ ɡuǒ                    
苹果 

 apple

cǎo méi                     
草莓 

 strawberry



xiānɡ jiāo                     
香蕉 
 banana

pú tɑo                     
葡萄 

 grape



我说你找



我说你连

pínɡ ɡuǒ  

苹果
xiānɡ jiāo  

香蕉
pú tɑo 

葡萄
cǎo méi   

草莓



ɡè                    
个 

yī ɡè pínɡ ɡuǒ 

一个苹果

one apple

liǎnɡ ɡè pínɡ ɡuǒ 

两个苹果

two apples

How do you say three apples in Chinese?



gè

个

yī

一
liǎnɡ 

两
sān

三

pínɡ ɡuǒ 

苹果
xiānɡ jiāo  

香蕉
cǎo méi   

草莓
pú tɑo    

葡萄



liǎng gè huáng sè de lí 

两个黄色的梨

liǎng gè hóng sè de píngguǒ 

三个红色的苹果



课文
kè wén



A：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B：我喜欢吃葡萄。

A：你呢？

Nǐ xǐ huɑn chī shén me shuí ɡuǒ ？  

Wǒ xǐ huɑn chī pú tɑo 。   

Nǐ ne ？   



 句子 sentence

         xǐ huɑn chī shén me shuí ɡuǒ？  

      喜欢吃什么水果？

               
          xǐ huɑn chī ...... 

      喜欢吃......
                      

  Nǐ / Tā
 你/他/她

  Wǒ / Tā 
 我/他/她

shén me

什么
what



      完成句子 
      fill in the blanks

            Nǐ xǐ huɑn chī shén me shuí ɡuǒ ？          

A：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Wǒ xǐ huɑn chī 

B：我喜欢吃 _______。

pínɡ ɡuǒ 

苹果
xiānɡ jiāo  

香蕉
cǎo méi   

草莓
pú tɑo    

葡萄



      完成句子 
      fill in the blanks

pínɡ ɡuǒ 

苹果
xiānɡ jiāo  

香蕉
cǎo méi   

草莓
pú tɑo    

葡萄

            Tā xǐ huɑn chī shén me shuí ɡuǒ ？          

A：他喜欢吃什么水果？     

            Tā xǐ huɑn chī 

B：他喜欢吃 _______。



      修改句子 

classmate

Wǒ de tónɡ xué  xǐ huɑn chī cǎo méi。   

 我的同学喜欢吃草莓。
Wǒ de pénɡ you xǐ huɑn chī pínɡ ɡuǒ。 

 我的朋友喜欢吃苹果。

friend



①

How many?

②

dì di

弟弟

Tā

他



xǐ huɑn chī shén me shuí ɡuǒ？ 
喜欢吃什么水果？

爸爸           妈妈             弟弟



 wǒ shuō nǐ zǒu

 我说你画



汉字
hàn zì



Wǒ / Tā  xǐ huɑn chī shuí ɡuǒ。 

我/他/她喜欢吃水果。

shuǐ ɡuǒ 

I like/ He/She likes eating fruit. 



   yī gè        liǎnɡ ɡè      sān ɡè  

一个  两个  三个 ......

sì ɡè pénɡ you 

四个朋友



 find right order of

①____ ②____

③____ ④____

水  find right order of   “个” 

①___ ②___ ③___



 zhǎo shuí ɡuǒ 

 找水果



香
蕉

葡
萄

草莓

苹果



总结  Summary

词：   水果  个  苹果  草莓  香蕉  葡萄       

语法：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我喜欢...            

作业：1）写“水果、个”各10遍。

         2）说一说家人同学朋友喜欢什么水果。

 cí   ：            shuí ɡuǒ     gè      píng guǒ     cǎo méi    xiāng jiāo    pú  tao
     

yǔ   fǎ    ：     Nǐ xǐ huɑn chī shén me shuí ɡuǒ   ?            Wǒ xǐ huɑn...
 

zuò yè ：                  Xiě     “ shuí ɡuǒ 、     gè   ”     gè   shí   biàn 。

                             Shuō yi shuō jiā rén tónɡ xué pénɡ you xǐ huɑn shén me shuí ɡuǒ。 



xiè xiè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