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sson 3 

• Nǐ jiào shénme mínɡzi ? 

•   你   叫   什么  名字？ 

1 on 1 live course1 on 1 live course
Chinlingo  Chinese

       fù xí 
             复习



在车站 at the railway station

课文 Text 1

       Nǐ zài nǎr gōng zuò?

A：你在哪儿工作？
    Wǒ zài xué xiào gōng zuò.

B：我在学校工作。
       Nǐ ér zǐ zài nǎr gōng zuò?

A：你儿子在哪儿工作？
       Tā zài yī yuàn gōng zuò,tā shì yī shēng.

B：他在医院工作，他是医生。



在路上  on the way

课文 Text 2

       Nǐ yào qù nǎr?

A：你要去哪儿？
    Wǒ yào qù yín háng.

B：我要去银行。
       Yín háng zài nǎr?

A：银行在哪儿？
       Zài gōng yuán de páng biān.

B：在公园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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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 堂 活 动Class Activities

   

1.你在哪儿工作？ Xiàn zài jǐ diǎn?

2.你要去哪儿 ？ Zhōng wǔ jǐ diǎn chī fàn?

3.银行在哪儿 ？Nǐ shě me shí hòu qù xué xiào?

4.你家在公园旁边吗？Nǐ jǐ diǎn qián néng huí jiā?

银行

家

学校

医院

公园



Sentences

请问，商场怎么走？A：

B： 一直往前走，右拐，就到了。

Qǐnɡ wèn， shānɡchǎnɡ zěnme zǒu ?

 Yìzhí wǎnɡ qián zǒu. yòu guǎi，  jiù dào le

远吗？A：
Yuǎn ma？

不远，五分钟就到了B：
Bù  yuǎn ，wǔfēnzhōng  jiù dào le

谢谢。A：
Xièxie？



  ...... 拐

Activities

Direct the way based on the pictures.

酒店  jiǔdiàn   hotel

银行  yínháng   bank

医院  yīyuàn    hospital

学校  xuéxiào   school

书店  shūdiàn  bookstore
超市  chāoshì   supermarket

......怎么走?

往......走



Text 1

小马，昨天的电影怎么样？A：

B： 很有意思，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去游泳，好吗？

Xiǎo mǎ ，zuó tiān de diàn yǐng zěn me yàng ？

Hěn yǒu yì si， jīn tiān tiān qì hěn hǎo ，wǒ men qù yóu yǒng ，hǎo ma ？

太好了！什么时候去？A：
Tài hǎo le ！   shénme shí hòu qù ？

现在去，可以吗？B：
Xiàn zài qù ，    kě yǐ ma ？

可以。A：
Kě yǐ.



Text 2 

小林，明天你有时间吗？B：

C：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Xiǎo lín ，míngtiān nǐ yǒu shíjiān ma ？

Duì bú qǐ ，qǐng zài shuō yī biàn ？

明天你有时间吗？我们去打球，好吗？B：
Míng tiān nǐ yǒu shí jiān ma ？wǒ men qù dǎ qiú ，hǎo ma ？

很抱歉，明天我很忙，恐怕不行，谢谢你们。C：
Hěn bàoqiàn ，míngtiān wǒ hěn máng ，kǒngpà bùxíng ，xièxie nǐmen 。



 …,恐怕...

Activities
It is a good day today

1.Try to invite a friend to your home to have dinner.
2.Try to review a invitation to a dinner, since you are too  busy. 

......,好吗?

太好了



 Conversation

马    克:  你好，面包怎么卖？                                        

店    员:  面包三块钱一个，你要几个？                                             

马    克:  两个，牛奶多少钱一瓶？               
店    员:  五块钱一瓶。

马    克:  我要一瓶牛奶。

Mǎ        kè :        Nǐ hǎo ，  miàn bāo zěn me mài ？

Diàn     yuán :    Miàn bāo sān kuài qián yī gè ，nǐ yào jǐ gè ？

Mǎ        kè :        Liǎng gè ，niú nǎi duō shǎo qián yī píng ？

Mǎ        kè :       Wǒ yào yī píng niú nǎi 。

Diàn     yuán :    Wǔ kuài qián yī píng 。



 Conversation

店    员: 你要苹果吗？今天苹果特价六块钱一斤。                                      
马    克: 给我来一斤苹果，一共多少钱？

店    员: 一共十七块。

马    克: 给你二十块钱。

店    员: 好的，找你三块，请慢走。

Diàn     yuán :   Nǐ yào píng guǒ ma ？ Jīn tiān píng guǒ tè jià liù kuài qián yī jīn 。

Mǎ          kè :    Gěi  wǒ lái   yī    jīn píng guǒ ， yī gòng duō shǎo qián ？

Diàn     yuán :  Yī  gòng shí qī kuài 。

Mǎ         kè :     Gěi nǐ èr shí kuài qián 。

Diàn     yuán :  Hǎo de ，zhǎo nǐ sān kuài ，qǐng màn zǒu 。



Exercises

A:  你好我要两_____苹果、三____香蕉和一____

     酸奶。这些________多少钱？

B:  _____70块钱。

A:  这是100块，给你，麻烦再给我一____面包。

B：好的，一___面包5块钱，找你25块。

Fill in the blanks .

Nǐ  hǎo wǒ yào   liǎng                 píng guǒ 、  sān                     xiāng jiāo hé yī      

suān nǎi 。     Zhè xiē                                 duō shǎo qián ？

                       qī shíkuài qián 

Zhè shì  yī bǎi kuài ，        gěi nǐ ，        má fán  zài   gěi   wǒ yī                  miàn bāo 。

Hǎo de ，    yī                 miàn bāo wǔ kuài qián ，zhǎo nǐ èrshíwǔ kuài 。



Activities

sān míng zhì

三明治
sandwich

Hànbǎo

汉堡
hamburger

Shǔtiáo

薯条
french fries

rè gǒu

热狗
hot dog

guǒ zhī

果汁
juice

shā lā

沙拉
salad

guǒjiàng

果酱
jam

mài piàn

麦片
oatmeal

bǐ sà bǐng

比萨饼
pizza

yì dà lì miàn

意大利面
spaghetti

Read them first, mark prices,and then try to buy some of them 
with the sentences we just learned.

  …怎么卖？

  …多少钱…？

  一共……

  还要……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