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lingo Chinese

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
 It’s good to read; read good books 

and lik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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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流利  厉害  准确  连 无论 著名 增加
                     相同  顺序  表示  养成  同时  精彩

Part2 Texts& grammar：连， 无论/不管，同时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

介绍 Introduction



    kètīng
1.  客厅                   

     cāi   
2.   猜             

      fùzá
3.    复杂                                  

    yuèdú
4. 阅读                        

    zázhì
5.  杂志                           

       bǐ jì
6.    笔记                           

D E F

导入 Warm-up

给下边的词语选择对应的图片：

A B



生词 Word

 liú lì            
流利
(adj.)
fluent

他的汉语说得真流利。



生词 Word

lì hài 
厉害
(adj.)

   awesome，
serious

真厉害！点赞！
zàn



zhǔnquè         
准确 
(adj.) 

   accurate，
precise

生词 Word

我的中文发音不够准确。



生词 Word

yǔ fǎ         
语法 
(n.) 

   grammar

不学语法是很难学好语言的。



生词 Word

zēngjiā

增加
(v.)

   to increase， 
to add

zhùmíng       
著名         
(adj.)

   famous，
well-known

我去过很多著名的景点。
jǐng

去年他的收入增加了。



生词 Word

lián

连         
(prep.)

 even

wú lùn        
无论         
(adj.)

   regardless of, 
no matter(what, 
how,when,etc)

yè

页         
(m.)

page
   

这是一张A4纸。



准确    厉害     词语

1. A: 大夫，我的牙最近疼得_____，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B: 你先躺这儿，张开嘴我看看。

2. A: 你家的孩子真可爱，会说话了吗？

    B: 会叫“爸爸”“妈妈”了，也能说一些简单的_____。

3. A: 听说公司明年要搬，到时候我又得重新找房子了。

    B: 这个消息_____吗？我怎么不知道？

Exercise 1



大卫：你来中国才一年，汉语就说得这么流利，真厉害！

马克：谢谢！其实我的语法不太好，很多句子都说得不太准确。

大卫：但是我看你跟中国人交流没什么问题，你是怎么做到的？                                                              

马克：平时多交一些中国朋友，经常和他们聊天儿，听说能力自然就能得到  

       很大的提高。另外，我建议你坚持看中文报纸，这样能学到很多新词语。

大卫：你太厉害了！连中文报纸都看得懂。

马克：刚开始肯定有困难，不过遇到不认识的词语，你可以查词典，然后写     

         在本子上，有空儿就拿出来复习一下，慢慢地就会发现中文报纸也没

         那么难了。

 Text 1
liúlì lì hài

zhǔnquè

jiāoliú

jiānchí

lián

kùnnán cídiǎn

lì hài



1.马克来中国多久了？他的汉语怎么样？

2. 马克对学习汉语有哪些建议？

3.大卫认为对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说，做什么特别难？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4.你觉得汉语的那部分最难学？你有什么方法？



语法 Grammar 1

Meaning
连

used in the structure“连…也/都…”for emphasis.The speaker 
explains another kind of situation by emphasizing an extreme case. 

the noun following”连”can be the subject.

1. 如果连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又怎么能让别人喜欢呢？

2. 广告越来越多，几乎无处不在，不只是电视上有广告，  公
    共汽车、地铁上也有很多广告，连我住的楼的电梯里都有三
    个广告。

3. 你太厉害了！连中文报纸都看得懂。



Exercise 1 

1. 连大人都拿不动！_______
2. 连老板都没办法，________

A: 连话都不要和小王说。

C: 我们更解决不了了。

3. 安娜因为这件事儿很生气________

B: 小孩子更拿不动了。



小林：你的客厅里怎么到处是书啊？这些书你都喜欢看吗？

小李：当然，我每天都要看书。无论是普通杂志，还是著名小说，只要打开它

         们，就会发现，世界上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有那么多不一样的生活。

小林：想不到你工作那么忙，还能每天坚持阅读。                                                           

小李：如果3分钟读一页书，半个小时就可以读10页。每天花半个小时来读书，

          一个月就可以读300页，差不多就是一本书。

小林：是啊，一个真正爱看书的人总能找出时间来阅读。

小李：坚持阅读，除了能增加知识外，还能帮助我减轻压力，人也会变得轻松

         起来。

 课文 Text 2

wúlùn zá zhì zhùmíng

yuè dú

yè



1.小李家的客厅有什么特点？

2.小李有什么好习惯？

3.坚持阅读能给人带来哪些好处？

4.你平时阅读吗，喜欢什么书，有什么习惯？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无论
means result or conclusion won’t chang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usually used in structure“无论……都/也……”

1.无论是普通杂志，还是著名小说，只要打开他们，就会发 现，
世界上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有那么多不一样的生活？

2.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注意方法，正确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做
   得更好。

3.这次比赛他已经打出了自己最好的水平，无论结果怎么样，
    我们都应该为他高兴。

语法 Grammar 2

“无论”常加选择分句：  “无论是……,还是……”

“无论”+ 谁/什么/什么时候”referring to anybody or anything.



练习 Exercise 1 
完成句子

（1）__________________，她都非常认真。（无论）

（2）做事情如果不注意方法，__________。（无论）

（3）____________,我们都会为您免费送货。（无论）



无论 不管
无论/不管干什么事情，最好都能提前做好计划。

无论/不管是烦恼的事，还是愉快的事，我每天都会在日记里记下来。
（conj.usually together with“都/也”indicate the result or conclusion won’t 

chang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离开你。
（written language, usually with”如何，是否”）

 不管他是谁，我们都不会等他。
（spoken language，can’t with“如何，是否”）

无论/不管热还是不热，他总是穿这么多。
（when“无论”is followed by an affirmative-negative form,“还
是/跟/与”is usually used between the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constituents）

不管热不热，他总是穿这么多。
（can be followed by an affirmative-negative form）

对比 Comparison 



练习 Exercise 1 

1.         别人说什么，我只相信自己眼睛看见的东西。

无论 不管

2.         去不去，最后都别忘了告诉我一声。

3.         是工作还是学习，“光说不练”都是不行的。

4. 虽然压力很大，但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____如何
一定不能放弃。

5. 阳光、空气和水，____是对动植物，还是对人来说，这  
    三样东西都是不可缺少的。

✓ ✓



      “读书好（hǎo），读好（hǎo）书，好（hào）读书。虽然这句

话只用了三个相同的汉字，但是不同的顺序表示了不同的意思。首先，

“读书好”说的是读书有很多好处；其次，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把世界上每一本书都读完，所以要读好的书；最后，“好读书”

就是要养成阅读的习惯，使读书真正成为自己的兴趣爱好。阅读有许

多好处，它能丰富你的知识，让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它还

会丰富你的情感，是你的生活更精彩。所以，让阅读成为你的习惯吧！

 课文 Text 3

shùnxù biǎoshì

yǎngchéng

tóngshí

jīngcǎi



问答 Answer Questions

2. 读书有什么好处？

3.通过学习“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

   这句话，说说汉语有哪些特点。

1.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书？为什么？



同时
Introduces a further remark,often used together with“又/也/还”

1.因为小孩子的想法没有那么复杂，所以他们总是很快乐。同时

小孩子也是最诚实的。

2.阅读有许多好处，它能丰富你的知识，让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

法；同时，它还会丰富你的情感，使你的生活更精彩。

语法 Grammar 3



同时
Indicates that two actions take place at the same time, often used in the 

structure “在……(的)同时”（when/while）.

语法 Grammar 3

1.李教授讲的这个故事让人觉得好笑的同时，又让人觉得有些难过。

2.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我还了解了中国文化，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



练习 Exercise 1 完成句子

共同

1.幽默是成功者的_____特点之一，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一种生活态度。

同意 相同 

2. A: 网上买衣服没法试穿，大小不合适怎么办？

    B: 没关系，号码簿合适的话，店家一般都会_____换的。

同时 

3. 医生建议大家冬季在选择合适的锻炼方法的_____，应该注意运动量不要太大。

4. 中国小孩子的小名一般都比较好听好记，而且很多都是两个_____的字，比如

“乐乐”“笑笑”“聪聪”等。



课 堂 活 动 Class Activities
互相了解对方阅读中文报纸的情况，完成调查。
Learn about each other’s situation regarding Chinese newspaper reading .

问 答
你看过中文报纸吗？
（如果没有，做第五题）

你为什么选择看中文报纸？

在阅读中文报纸时，你遇到过哪些困难和
问题？

坚持阅读中文报纸对你提高中文阅读能力
有什么作用？

你通过什么方式提高你的中文阅读能力？

你喜欢看什么中文报纸？为什么？



《西游记》
( Journey to the West )    

 Culture corner

    

       Journey to the west, comple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is among the most famous novels of 

ancient China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is widely read in China as well a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Based on a folk legend, the novel tells the myths of Monk Tang’s 

journey with his three disciples, Monkey King, Pigsy and Sandy, 

to fetch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On the way, the four of them 

come across a great many difficulties, defeat myriad demons, 

and finally achieve their goal. The classic cartoon Fighting 

against the Heavenly Palace, the TV series and the film based on 

the novel are still much loved by people.

Xī yóu jì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