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ving in China

复习

      Chinlingo Chinese



    Zuótiān shànɡwǔ   nǐ qù  nǎr  le 

A：昨天   上午   你 去 哪儿了？
     Wǒ qù shānɡdiàn mǎi dōnɡxi le 

B： 我  去    商店     买   东西 了。
     Nǐ mǎi shénme le 

A：你 买   什么   了？
      Wǒ mǎi le yìdiǎnr  pínɡɡuǒ 

B： 我  买 了一点儿  苹果。

在宿舍  In the dorm

课文  text 1



Māma qù shāng diàn  

妈妈去 商店  ________   _______。 

   

用语言点“了”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language points“了”  .

练习  Exercises



Lìli          yī      

yīfú

丽丽 ______   一 _____ 衣服。

   

用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  Exercises



Ta          yī      

kāfēi

他 ______   一 _____ 咖啡。

   

用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  Exercises



 课文 text 2

diàn  yuán :    Nín hǎo，huānyíng guānglín ，qǐng  suíbiàn  kànkàn 。 

店    员:  您好，欢  迎    光  临，请 随便 看看。              
gù        kè :     Zhè  jiàn  chènshān   wǒ kěyi shì shi  ma ？

顾    客:  这 件  衬 衫  我可以试试 吗？
diàn yuán ：  Kěyi  shì  chuān ,  nín chuān duō dà de ？

店     员：可以试 穿,   您穿多大的？
gù     kè ：    Xiǎohào de ，      yǒu lánsè de ma ？                 

顾   客：小号 的，    有蓝色的吗？
diàn  yuán ： Yǒu,  nín ná hǎo ，shì yī jiān  zài nà ér 。

店   员： 有，您拿好，试衣间 在那儿。



试穿
试... Try to...

eat hē drink 用  yòng use

可以...吗？ May I...?
shì kěyǐ ma

句子 Sentences



             您  穿  多大的 ？  

   有 小 号的吗？/有 小一点儿的吗？

店员:

顾客:
 Yǒu xiǎo hào de mɑ ?/ Yǒu xiǎo yì diǎnr   de mɑ ?  

Nín chuān duō dà de ?

句子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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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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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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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我们要不要买几个新的椅子？
     

B： 好啊。去哪儿买？

A：去商场买怎么样？你明天有空吗？

B： 好的，我明天下午有空。

在家  At home

课文  text 1

Wǒmen yàobúyào mǎi jǐgè xīn de yǐzi?

Hǎo ā 。qù  nǎr mǎi ？

Qù shāngchǎng mǎi zěnme yàng ？Nǐ míng tiān yǒu kōng ma ？

Hǎo de ，wǒ míng tiān xià wǔ yǒu kōng 。



A：天冷了。我想买件毛衣。

B： 我也要买东西。我们什么时候去？

A：星期天去，怎么样？     

B： 星期天人太多。

A：那明天下午去吧。

在客厅  In the living room

课文  text 2

Tiān lěng le 。wǒ xiǎng mǎi jiàn máo yī 。

Wǒ yě yào mǎi dōng xī 。Wǒ men shí me shí hòu qù ？

Xīng qī tiān qù ，zěn me yàng ？

Xīng qī tiān rén tài duō 。

Nà míng tiān xià wǔ qù 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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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Exercises

你________买衣服，去那个商店吧 。
   

Nǐ                      mǎi yī fu，      qù nà gè shāng diàn 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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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ǒ       xuéxí,wǒ xiǎng hé péngyǒu qù yùndòng.      

我 ____学习，我想和朋友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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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下午你有空吗？

你有什么事吗？

我____请你看电影。

我_____去，我_____去买东西。

Míng tiān xiàwǔ nǐ yóu kóng ma?

Nǐ yǒu shén me shì ma?

Wǒ               qǐngnǐ kàn diànyǐng?

Wǒ                 qù,      wǒ                    qù màidōngx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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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xt 

A：明天要放假了。

B：是啊，放假你想做什么？

A：我想去看电影，我们一起去好吗？

B：好啊，我很喜欢看电影。

A：明晚七点，电影院门口见。

B：好啊，不见不散。

Míng tiān yào fàng jià le。

Shì ā ，fàng jiǎ nǐ xiǎng zuò shí me ？

Wǒ xiǎng qù kàn diàn yǐng ，wǒ men yī qǐ qù hǎo ma ？

Hǎo ā ，wǒ hěn xǐ huān kàn diàn yǐng 。

Míng wǎn qī diǎn ，diàn yǐng yuàn mén kǒu jiàn 。

Hǎo ā ，bú jiàn bú sàn 。



Use“爱好”“对…感兴趣” to make sentence.

  Practice



Use“爱好”“对…感兴趣” to make sentence.

  Practice



Use“爱好”“对…感兴趣” to make sentence.

  Practice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