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lingo Chinese

 我 的 朋 友

My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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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适应   平时  正好  联系  专门  
                      麻烦   理解  困难  及时   陪

Part2 Texts& grammar： 正好   差不多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 Warm-up

 你跟朋友怎么认识的？   常常一起做什么？

朋友名字 第一次见面时间 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常常一起做的事



给下边的词语选择对应的图片：

A

    jùhuì
1. 聚会

   gòuwù
2.  购物

 yùndòng
3.  运动

F

B C

D E

     xuéxí
4.  学习

   liáotiānr
5.  聊天儿

    lǚxíng
6.  旅行

导入 Warm-up



Word 1-4

píng shí    
  平  时

(n.)
normal 
times

 shì yìng      
  适  应

(v.)
 to get 
used to

zhènghǎo
   正 好

(adv.)
 just in 

time,just 
right

    jiāo
     交

(v.)
make 

（friends）



Word 5-8

jín guǎn  
尽管

(conj.)
although

lián xì
联 系
(v.)

  to contact

zhuānmén
专门
(v.)

  specially

máfan
麻烦 
(v.)

to bother



Word 9-12

kùnnán
困难
(n.)

difficulty

chà bu duō 
差不多
(adj.)

approxiate

jíshí
及时

(adv.)
  in time

péi
陪 
(v.)

to 
accompany



Words
 

适应

平时

正好

联系

麻烦

及时

陪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shì yìng                                     
小夏：来中国快一年了，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
                                                                                          jiāo                       
马克：开始有点儿不习惯，后来就慢慢适应了，最近我还交了一个中国朋友。
                                                   
小夏：那就好，快给我讲讲你新交的中国朋友。
                                           píng shí                                 guàng                                                                                
马克：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平时我们常常一起看书、逛街、踢足球。
                                                duǎn xìn
         有时候他还给我发一些有趣的短信。

小夏：你的这个朋友真不错！下次介绍我们认识认识，怎么样？
                                                                 zhèng hǎo 
马克：没问题！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正好一起去吧。

Text 1



马克开始就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1.

2. 马克和新交的朋友是在图书馆认识的。

3. 小夏要介绍马克认识他的朋友。

4.

True or false

马克邀请小夏下午一起去踢足球。



小李：星期天同学聚会，你能来吗？

小林：能来。班里同学你联系得怎么样了？来多少人？

小李：差不多一半儿吧，张远还专门从国外飞回来呢。

小林：是吗？毕业都快十年了，真想大家啊！对了，今天早上在地铁站，尽管

         很久没见，我还是一眼认出王静了。她毕业后就去上海工作了，她这次 

         是来旅游的。

小李：那太好了！麻烦你跟她联系一下，请她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聚会就在

         学校门 口那个饭店，六点半。别迟到啊！

小林：放心吧。星期天六点半见。

Text 2
jù huì 

lián xì 

chà bu duō zhuān mén 

bì yè 

má fɑn 



小林能去同学聚会。1.

2. 王静在上海工作。

3. 张远特地飞回来参加聚会。

True or false



Grammar 1

Meaning

正好：zhèng hǎo adj./adv.

just in time,just right

 正好20块钱

来得正好

正好下雨

adj+n / adv+v



Examples
                                                            zhèng hǎo 

苹果八块五，西瓜十一块五，正好二十块。

你来得正好，我的钱包不见了，你借我点儿钱吧。

我妹妹出生那天，正好下雪，所以爸爸妈妈叫她“小雪”。



Exercise 1 

Look at these picture and make a 
sentence



Grammar 2

Meaning

尽管：jín guǎn   conj.

although,usually used in the first clause of 
a complex sentence to state a fact.

 尽管...但
是/可是/却

/还是

尽管已经毕业这么多年，我们还是经常联系的。

他送我的礼物尽管不贵，但是让我非常感动。



Complete the sentences.

（1）他尽管写得比较慢，             。（但）
（2）A：你们俩才认识不到一个月吧？
        B:                                       。（尽管）
（3）A：你对这里的生活习惯了吗？
        B:                                        。（尽管）

Exercise  



Grammar 3

Meaning

差不多:  chà bu duō  adj. 

approxiate, without much diffrence

 差不多高

差不多一年

差不多了

这两个杯子看起来差不多，左边这个怎么这么贵？

他们两个性格差不多，所以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Complete the dialogues.

（1）A：明天就要考试了，你复习得怎么样？
        B：                                          。          
                                            （差不多）
（2）A：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B:                                       。
                                            （差不多）

Exercise  



课 堂 活 动 Class Activities
Accoding to your real situation,answer the below questions.

and narrate a little passage

For example: 我有一个中国朋友，我们认识了五年了......
 

  

1 你有中国朋友吗？

2 你们认识多久了？

3 他/她是做什么的？

…… 你们在一起经常做
什么？



zài jiā kào fù mǔ ， chū mén kào pénɡ you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At home one relies on his parents,while away from home 
one relies on his friends

 Culture corner
Chinese adage

    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At home one relies on his parents,while away from 
home one relies on his friends”.Friends are very important in our lives.The Chinese 
value regarding friendship can be summed up in one sentence--”share each other's 
joys and sorrows“.Share with  your friend the good things that make you happy;tell 
your friend the problem you 've encountered and work out a solution together with 
your friend.It's easier to earn a friendship if you think more about other people and 
put yourself in others'shoes.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