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on 1 live course

你怎么不吃了？
Why don't you eat it?

Nǐ zěnme bù chī le？

      Chinlingo Chinese



      Instructions

• Warm-up

• Words & Lessons:   好吃，羊肉，面条，星期

• Grammar & Expressions: 

           To ask for and decribe reasons:   怎么，为什么； 

                                                                      因为...所以...，因此

• Exercises



热身 Warm-up

What’s your reason of learning Chinese?



生词  Words

好吃 hǎo chī  adj. delicious,yummy

好吃的菜

这些菜真好吃！ 



生词  Words

羊肉 yánɡ ròu n. mutton

一盘羊肉 a dish of mutton

好吃的羊肉 delicious mutton

pán 



面条 miàn tiáo n. noodles

生词  Words

一碗面条 a bowl of noodles

好吃的面条 delicious noodles

羊肉面 mutton noodles

wǎn 



星期 xīnɡ qī n. week

生词  Words

星期一 Monday
星期二 Tuesday
星期三 Wednesday
星期四 Thursday
星期五  Friday
星期六  Saturday
星期天（日）Sunday



课文  Lesson1

在饭馆In a restaurant

       Jīn tiān de yánɡ ròu hěn hǎo chī，nǐ zěn me bù chī le ?
A：今天的羊肉很好吃，你怎么不吃了?
       Zhè ɡe xīnɡ qī tiān tiān chī yánɡ ròu，bù xiǎnɡ chī le.
B：这个星期天天吃羊肉，不想吃了。
         Nà nǐ hái xiǎnɡ chī shén me ?
A：那你还想吃什么？
        Lái yì diǎn miàn tiáo bɑ.
B：来一点面条吧。



语法  Grammar1

1.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怎么”&“为什么”.

你不吃了？

你怎么不吃了？

=你为什么不吃了？



语法  Grammar1

1.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怎么”&“为什么”.

你不高兴？ 你怎么不高兴？

=你为什么不高兴？

今天这么热？ 今天怎么这么热？

=今天为什么这么热？



语法  Grammar1

“怎么” Vs “为什么”  

天为什么是蓝色的？

这个沙滩怎么是粉色的？



练习  Exercise1

Ask for a reason with“怎么、为什么”  



练习  Exercise1

Ask for a reason with“怎么、为什么”  



练习  Exercise1

Ask for a reason with“怎么、为什么”  



打篮球 dǎ lán qiú 
v.to play basketball

生词  Words 2

游泳 yóu yǒnɡ v.to swim

打乒乓球 dǎ pīnɡ pānɡ qiú 
打羽毛球 dǎ yǔ máo qiú
踢足球     tī zú qiú



生词  Words 2

经常 jīnɡ chánɡ adv. often,frequently

当然 dānɡ rán adv. sure,of course

我经常去跑步。
他经常吃两碗饭。

因为

所以

yīn wèi   conj. because 

suǒyǐ     conj. so， so that 



课文  Lesson2

在健身房In the gym

       Zuó tiān nǐ men zěn me dōu méi qù dǎ lán qiú?
A：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
       Yīn wèi xià yǔ le，suǒ yǐ wǒ men dōu méi qù.
B：因为下雨了，所以我们都没去。
       Wǒ qù yóu yǒnɡ le.
       我去游泳了。           
       Nǐ huì jīnɡ chánɡ yóu yǒnɡ mɑ? 
A：你会经常游泳吗？
        Dānɡ rán huì. 
B：当然会。



语法  Grammar2

1. The pair of conjunctions“因为……，所以……”.

昨天下雨， 我们都没去(打篮球)。

因为昨天下雨， 所以我们都没去(打篮球)。

zuó tiān xià yǔ wǒ men dōu méi qù (dǎ lán qiú )

yīnwéi zuó tiān xiàyǔ suǒ yǐ wǒ men dōu méi qù (dǎ lán qiú )



语法  Grammar2

1. The pair of conjunctions“因为……，所以……”.

因为他每天跑步， 所以身体很好。

因为她生病了， 所以没去学校。

yīn wèi tā měi tiān pǎo bù ， suǒ yǐ shēn tǐ hěn hǎo

yīn wèi tā shēng bìng le  ， suǒ yǐ méi qù xué xiào



练习  Exercise2

Ask for and answer a reason with “怎么/为什么, 因为...
所以...”



练习  Exercise 2

Ask for and answer a reason with “怎么/为什么, 因为...
所以...”



练习  Exercise 2

Ask for and answer a reason with “怎么/为什么, 因为...
所以...”



练习  Practice

Fill in the blanks.

（1）今天是____二。

（2）我喜欢吃____。

（3）我们一起去____！

   A. 游泳    B.星期    C.面条



练习  Practice

Fill in the blanks.

A:你____一个人在家？

B:____他们都出去了，____我一个在家。

A:____你不跟他们一起出去？

B:____我喜欢在家里。

①因为  

②怎么   

③所以

④为什么



复习  Reivew

生词

语法

好吃  羊肉   面条  星期  
打篮球   游泳  经常  当然 

（1）“怎么”&“为什么” 
（2）“因为……，所以……”



课 堂 活 动Class Activities
Use Chinese to tell a story according to following pictures.

Then：1. Ask about Why   2. Tell the reason

饿 è



文化角 Culture Corner 
corner

      Lantern Festival falls on the fifteenth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This is the first full moon of the new year, 
symbolizing unity and perfection.   
    Lantern Festiva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pring Festival , 
and marks the official end of the long holiday.
 
      Important activity :  Watching  beautiful lanterns.              
                                           Guessing Chines Lantern pussles 
                                           Firing fireworks  

     Special Festival Food：Southern：Tangyuan
                                                Northern： Yuanxiao

元宵节 Yuánxiāo Jié  Lantern Festival



Thank you


