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sson 3 

• Nǐ jiào shénme mínɡzi ? 

•   你   叫   什么  名字？ 

1 on 1 live course

Lesson 8 

1 on 1 live course
Chinlingo  Chinese

          Nǐ shēngrì shì  jǐ yuè jǐhào ？

       你  生日 是  几月几号？   



Instructions

• Pinyin：Disyllabic words

• New Words

• Texts：ask about what’s the date today and what day 

is it today

• Exercises



1.第二声+第一声

拼音 Pinyin

明天     míng tiān 

结婚     jié hūn 

毛衣     máo yī 

红花     hóng huā

昨天     zuó tiān

房间     fáng jiān

旁边     páng biān 

回家     huí jiā



1.第二声+第二声

拼音 Pinyin

留学     liú xué

职员     zhí yuán

食堂     shí táng

文明     wén míng

银行     yín háng

学习     xué xí

回答     huí dá

人民     rén mín



1.第二声+第三声

拼音 Pinyin

啤酒     pí jiǔ

没有     méi yǒu

毛笔     máo bǐ

词典     cí diǎn 

苹果     píng guǒ

十九     shí jiǔ

停止     tíng zhǐ

食品     shí pǐn 



1.第二声+第四声

拼音 Pinyin

邮票     yóu piào

十月     shí yuè

程度     chéng dù

文化     wén huà

愉快     yú kuài

学院     xué yuàn

群众     qún zhòng
 
国际     guó jì



热身 Warm up

What’s the date today?
What day is it today?



星期

昨天

号

明天

 做

月

问

 生日

生词 New Words

星期天

xīng qī      week

zuó tiān   yesterday

hào          number
(for date of month)   
yuè           month

míng tiān    tomorrow

zuò              do

wèn  to ask, to inquire

xīng qī tiān sunday



在教室 In the classroom

课文 Text 1

        Jīn tiān jǐ hào?

A：今天 几号？

    Jīntiān sānyuè èrshíwǔ hào.

B：  今天   三月  二十五 号。

       Jīntiān xīngqī jǐ?

A：今天  星期几？

       Xīngqī sān.

B：星期 三。



课文 Text 1

 

  jīn tiān xīng qī jǐ?   jīn tiān xīng qī …….

 今天星期几？       今天星期……。

  jīn tiān jǐ hào ?       jīn tiān ……hào.

 今天几号？           今天……号。 

         

  

 jīn tiān……? 
今天……？

在教室 In the classroom



看日历 look at the calendar

课文 Text 2

       nǐ shēng rì shì jǐ yuè jǐ hào?

A：你生日是几月几号？

    wǔ yuè shí bā hào.

B：  五月十八号。

       shí bā hào xīng qī jǐ?

A：十八号星期几？

       xīng qī tiān.

B：星期天。



课文 Text 2

 

 Nǐ shēng rì shì jǐ yuè jǐ hào?   ……yuè ……hào.

 你生日是几月几号？           ……月……号。

 Shēng rì shì xīng qī jǐ?             Xīng qī ……

 生日是星期几？                    星期……。

         

  

Shēng rì shì ……yuè ……hào ,xīng qī ……
生日是……月……号,星期……

看日历 look at the calendar



在咖啡馆儿 in a coffee house

课文 Text 3

       Zuótiān shì jǐ yuè jǐ hào?

A：昨天 是 几月 几号？

       Zuótiān shì liù yuè qī hào,xīng qī èr. 

B：昨天 是 六月 七号，星期二。

       Míngtiān ne?

A：明天呢？

       Liùyuè jiǔhào,xīngqī sì.

B：六月 九号， 星期四。



课文 Text 3

 

 Zuó tiān （míng tiān ）shì jǐ hào?       ……hào.

  昨天（明天）是几号？                 ……号。

 Zuó tiān （míng tiān ）shì xīng qī jǐ?   Xīng qī …….  

  昨天（明天）是星期几？             星期……。 

         

  

Zuó tiān （míng tiān ）shì ……
昨天（明天）是……

在咖啡馆儿 in a coffee house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 Exercises

Jīn tiān      hào?   Xīng qī ?

今天 ___ 号？星期 ___ ？

Jīn tiān              Xīng qī 

今天  ___ ，星期 ___ 。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 Exercises

Nǐ shēng rì shì jǐ yuè jǐ hào?xīng qī jǐ?

你生日是几月几号？星期几？

        yuè        hào,           tiān.

___ 月 ___ 号， ___ 天。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 Exercises

Zuó tiān shì jǐ yuè jǐ hào?Míng tiān ne?

昨天是几月几号？明天呢？

Zuó tiān shì        míng tiān shì

昨天是 ___ ，明天是 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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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 堂 活 动Class Activities

   

1.今天是几号？ Jīn tiān shì jǐ hào?

2.今天星期几？ Jīn tiān xīng qī jǐ?

3.你生日是几号 ？ Nǐ shēng rì shì jǐ hào?

4.昨天是星期几 ？    Zuó tiān shì xīng qī jǐ?

5.明天是几月几号？ Míng tiān shì jǐ yuè jǐ hào?

   



Characters                                                           
character strok

1 strok

  3 stroks

2 stroks

4 stroks

1-4 strok



结构 Structure 例字 Example Characters 图解 Illustrations

上下结构
top-bottom

是   shì  to be

爸   bà  father
    

上中下结构
top-middle-bottom

          茶  chá  tea

    高  gāo  high, tall
    

Characters（汉字）



Single-Component Characters（认识独体字）

few, 
little

measure 
word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